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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自學團體與學習資源網絡發展之研究 

 

摘要 

 

  本研究以一個社區自學團體（以自學團簡稱之）為研究個案，研究範圍以自

學團為核心，以社會資本概念剖析自學團的發展歷程與學習資源的使用現況，再

以 Ivan Iliich 的非學校化社會理念探討自學團學習資源網絡拓展的未來性。研究

者以訪談為主要資料來源，輔以實地觀察的紀錄，結合相關文獻分析，深入探究

自學團如何將學習網絡從社區拓展至外部，運用並整合各類學習資源於教學場域

及辦理各式學習活動，希望從中找出另類教育辦學的資源搭夥之實踐路徑。 

 

依據研究發現，歸納出四個研究結論： 

一、社區為自學團的發展基礎。 

二、拓展學習資源是自學團發展必經之路。 

三、學習資源拓展的困境來自於社會普遍對於自學團的不了解，造成公共資源的

開放性不足。 

四、自學團的未來發展繫於社會資本和資源網絡的持續開拓。 

 

  最後根據研究發現與結論，提出相關建議，以供自學團、政府及後續研究者

參考。 

 

 

關鍵字：社區自學團體；學習資源；社會資本 

 



 
 

The study of a community-schooling group and networking 

learn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Abstract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learning resource network of a community-schooling 

group. This study adopts a social capital perspective and the idea of deschooling 

society by Ivan Illich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the community-schooling 

group and the expansion of its learning resource network.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ase 

stud, the researcher collected data through interviews and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s 

of the group. The study results and conclusion as follow: 

1.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munity-schooling group is underscored by the 

community relation and resources. 

2. To expand learning resources is necessar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community-schooling group. 

3. The major dilemma of expanding learning resources is that the mainstream public 

lacks the common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munity-schooling group and the 

limitation of public resources sharing. 

4. The future of the community-schooling group replies on its interdepend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expansion of public learning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 the study comes up 

with useful suggestions to home schooling groups, the government and future 

research. 

 

Keywords: community-schooling group; learning resources; social capital 

 



 
 

謝誌 

  踏入研究生旅程彷彿還是昨日的事，面試時與教授們的對話都還清楚記得，

然而三年的時光匆匆走過，如今已經到了這個讓我好好表達內心感謝的時刻。 

  確定研究題目時，就知道這將會是場全新的冒險與體驗。感謝研究場域的老

師、家長與可愛的同學們，接受我的各種打擾，讓我能更豐厚這份研究。很珍惜

時常走訪的那段日子，每次都帶著愉快的心情搭公車上山，過程中不僅感受到老

師與家長們對於教育理想的實踐與熱情，學生快樂學習的模樣也令我動容。 

  謝謝親愛的指導教授陳佩英老師，縱使繁忙仍不吝給予指導，為我解惑，更

時常關心我的生活近況。謝謝計畫口試與學位考試的口委老師─卯靜儒老師、鄭

同僚老師與薛雅慈老師，提供許多寶貴且中肯的建議，使我的論文臻於完善。謝

謝林子斌老師，讓我在工作之餘能持續修改論文，總不忘關心我的論文進度。 

  教政所最重要的小夥伴們，雍智、仲宸、彥博，以及從大學就一路相伴至今

的好友兼好姊妹─奐穎，有你們的相伴，使碩班生活充滿各種荒唐有趣的事。謝

謝智凱、仁豪和怡潓，在我對論文感到焦慮的時候，給予許多溫暖的支持和鼓勵。

也不能忘記我的好室友─珈彣、小康、Penny、嘟嘟、沂澂，每個在房裡挑燈夜

戰的晚上，互相陪伴。 

  最後，感謝我最愛的家人們，家是最好、最能讓我依賴的避風港，總是默默

支持著我，讓我盡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謝謝親愛的男友于翔，讓我在同時忙於

論文與工作而覺得喘不過氣的時刻，逗我開心，為煩悶的生活增添許多樂趣，使

我能放鬆心情後有動力繼續面對壓力。 

  幸福的學生生活即將告一段落，我將懷抱著感謝的心情以及曾經接受過的各

種關愛，展開人生的另一個階段。謹以此文獻給這一路陪伴我的人們。 

 

楊邵琦  謹致 

2016年 8月 

 



i 
 

目次 
目次................................................................................................................................. i 

表次............................................................................................................................... iii 

圖次............................................................................................................................... iv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5 

第三節 研究範圍.................................................................................................... 5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6 

第一節 另類教育.................................................................................................... 6 

第二節 社會資本.................................................................................................. 23 

第三節 非學校化社會.......................................................................................... 31 

第四節 國內相關研究.......................................................................................... 37 

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 42 

第一節 研究方法.................................................................................................. 42 

第二節 研究流程.................................................................................................. 44 

第三節 研究倫理.................................................................................................. 51 

第四節 研究限制.................................................................................................. 53 

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 55 

第一節 自學團之發展脈絡與概況...................................................................... 55 

第二節 自學團之信任社會資本.......................................................................... 66 

第三節 自學團之資源與網絡社會資本.............................................................. 76 

第四節 自學團之社會資本與非學校化社會理念的實踐.................................. 96 

第五節 綜合討論................................................................................................ 101 

第五章 研究結論建議與省思 ............................................................................... 109 

第一節 研究結論................................................................................................ 109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14 

第三節 研究省思................................................................................................ 115 

參考文獻.................................................................................................................... 118 

 



 

ii 

 

中文部分................................................................................................................ 118 

英文部分................................................................................................................ 126 

附錄............................................................................................................................ 127 

附錄一 自學團負責人訪談大綱........................................................................ 127 

附錄二 自學團教師訪談大綱............................................................................ 128 

附錄三 自學團家長訪談大綱............................................................................ 129 

附錄四 自學團學生訪談大綱............................................................................ 130 

附錄五 訪談同意書............................................................................................ 131 

附錄六 家長同意書............................................................................................ 132 

 

  

 



 

iii 

 

表次 

表 2-1各縣市政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列表……………..……………19 

表 2-2 社會資本概念整理…………………………………………………..………30 

表 3-1訪談資料表…………………………………………………………………...47 

表 3-2 觀察資料表………………………………………………………………......49 

表 3-3訪談逐字稿編碼節錄表…………………………….………………………..50 

表 3-4資料編號表……………………………………………………………......….51 

表4-1 103學年度下學期自學團課表….……………………………………………64 

表4-2 104學年度上學期自學團課表….……………………………………………65 

 

  

 



 

iv 

 

圖次 

圖 4-1 自學團四角藍圖……………………………………………………………..60 

圖 4-2自學團學習基地一樓圖示………………………….………………………..78 

圖 4-3自學團學習基地地下一樓圖示…………………….………………………..79 

圖 4-4自學團現有學習資源使用範圍示意圖…………….………………………..86 

圖 4-5 自學團未來學習資源使用範圍示意圖………………………...…………...92 

 

 



1 
 

第一章 緒論 

  本章主要分為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目的及研究範圍等三個部分。於此將針

對本研究的動機、背景概況、目的等進行詳細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教育改革運動影響 

  1987 至 1989 年是臺灣政治發生重大改變的時代。1987 年解除長達 38 年

的戒嚴，隨著解嚴，1988 年 1 月 1 日報禁亦隨之解除，1989 年的選舉開啟兩

黨競爭的時代。過去威權體制時代，國家主義對臺灣教育實為一種控制手段，

即教育作為國家控制的工具。 

  隨著政治體制的改變，民主化思潮來襲，教育民主運動逐漸明朗化。臺灣

的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大約起始於 1980年代，當時各種社會運動蓬勃發展。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教育改革運動以多種樣貌呈現，例如教育改革團

體、教育改革研討會、集體抗議事件、遊行運動等，這些都是民間對於教育改

革所做的努力。 

  1994 年 4月 10日，數個民間團體以「讓我們擁有童年」為主題，共同發

起「四一○教育改造運動」，萬人走上街頭，提出對於教育的四大訴求：「落實

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推動教育現代化」以及「制訂教育基本法」，

透過遊行活動表達對教育體制的不滿，點出臺灣教育的癥結點，期待藉由這場

教改史上最大規模的遊行運動能徹底改造臺灣的教育。這個史上規模最大的教

育改革運動不僅參與人數眾多，參與的人民與各種團體大舉「民間」的旗幟，

因為其訴求的對象是「國家」，希望從國家的框架轉變成更為開放、多元的新

方向（薛曉華，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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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體制外另類教育出現 

  在這個民間教育改革蓬勃發展的時期，開始有人在民間辦學。1990 年森

林小學成立，這是臺灣第一個體制外的學校。過去，教育一直是公部門主導且

獨占的場域，受到「國家教育權」的影響，公立學校系統完全一致，私立學校

的制度、師資、課程等皆必須符合政府規定，整體而言，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

幾乎無差別。然而，面對社會運動與民間聲音高漲的變革時代，教育環境受到

民主化與多元化浪潮席捲，人民開始對強調升學考試、文憑主義的社會價值觀

產生懷疑，填鴨式教育只會教出缺乏思考、問題解決能力的學生，壓抑孩子發

展可能性的。當體制內的教育不能回應人民的期望與需求，希望的是能夠另一

種教育的選擇。當我們期許教育能夠有持續的創新與進步時，就應該鼓勵體制

外不同理念及構想的教育型態（馮朝霖，2001）。 

  2015 年中央通訊社的報導依據《親子天下》的調查結果指出，有 52%的

家長認為臺灣的國民教育不及格，48%的家長曾經為了替孩子選擇學校而感到

困擾，33%的家長曾經為了讓孩子到理想學校就讀而遷戶籍，42%的家長可以

接受實驗教育的改變與創新（李月娥，2015）。從這份調查可以看出體制內的

教育在這一、二十年來一直都是許多家長的擔憂，國家投入再多教育經費，但

在同一個課程框架底下，科目數、師資、課程時數都已被規範，辦出來的教育

還是與過去大同小異（張瀞文，2014）。為了讓孩子有更好、更適合的學習環

境，家長們往往選擇遷戶籍甚至搬家到理想學區的方式來因應，但從受調查的

42%家長願意接受實驗教育帶來的改變與創新來看，另類教育顯然成為家長與

孩子的另一種教育選擇。 

參、另類教育發展現況 

  相較於歐美另類教育的發展，臺灣的另類教育經驗雖然晚了許多，但近年

來臺灣的另類學校數量及參與的學生人數持續的增加中。在實驗教育三法通過

之前，《教育基本法》與《國民教育法》作為實驗教育的法源已有一、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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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久。教育部終於在 2011年 6月 27日公布《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準則》，這是自 1999年國民教育法修正通過後，自學合法以來的一大進

步，雖然這僅為一個由機關發布的命令，卻是自學界引頸期盼的一個突破（保

障教育選擇權聯盟，2011）。 

  有法源依據使得國內辦理實驗教育的人口持續增加中，但仍期盼能有針對

實驗教育的正式法令，讓實驗教育的辦理與發展更加彈性。2014 年底實驗教

育三法《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態實

驗教育實施條例》以及《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通過，

落實教育基本法鼓勵政府及民間辦學之精神，各界也因法令的通過而對於教育

的未來發展感到期待，法令通過約半年的時間，全臺灣就已經至少有 19 所公

立中小學轉型為公辦公營的實驗學校，另外根據教育部的統計，目前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的總人數，從 2011年的 1651 人，攀升至 2015年的 3460人，成長

幅度達到 110%（盧諭緯，2016），這些都顯示出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一方面

對於正面臨少子化危機的公立中小學有一條避免被裁併校的出路，這些公立小

校可以轉型成為公辦公營或公辦民營的實驗教育，另一方面，非學校型態的實

驗教育也不再只有過去在家自學的方式，而是從個人轉向團體、機構的型態（盧

諭緯，2016；親子天下，2015）。 

  再談到目前國內另類教育的類型，以實驗教育三法的分類來看，實驗教育

可分為學校型態與非學校型態，另外尚有一種是公辦民營（公立學校委託私人

辦理，仍屬公立學校）。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有「私立」、「公辦民營」、「公辦

公營」三種，非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有「個人實驗教育」、「團體實驗教育」、「機

構實驗教育」三種。這幾種實驗教育類型代表著目前實驗教育現場的多樣面貌，

未來的教育現場也不再像過去體制內外或公私立學校這樣的二分法，而應該是

會呈現光譜形狀，光譜的兩端分別是管制最少的在家自學與一般的公立學校，

中間則會呈現多元的教育樣貌（張瀞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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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辦理另類教育或實驗教育多以小學階段為主，隨著小學生的成長以及

網絡便利性提高，網路發達使得教學及學習資源比過去更容易被取得，學生也

習慣從網路世界搜尋需要的各種資訊，這些都中學階段的實驗教育在近兩年推

展進程加快。中學階段的青少年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已經可以自己透過網路

來找到需要的學習資源，在這個最有活力的階段，青少年也能在學習中探索自

我，激盪出自己的能力（盧諭緯，2016）。 

  雖然實驗教育三法的通過讓各界對於實驗教育的發展有相當大的期待，但

仍有不少問題需要被解決。早期另類學校面臨的困境不外乎是辦學合法性的問

題、場地或經費問題等，例如 1997 年新竹縣雅歌實驗小學因為無法立案，歷

經遷校與復校的波折，每年虧損金額高達千萬元，最後無法獲得企業界資金奧

援而只能被迫關校。雅歌實驗小學顯然是缺乏足夠經費的例子之一。經費來源

不足是另類教育辦學的一項挑戰，不同於體制內的一般公私立學校，有政府或

財團法人的教育經費挹注，許多實驗教育團體或機構往往是以自給自足的方式

運作。由於教育經費得自籌，高額的學費使得社會大眾多認為實驗教育是社經

地位高者才能選擇的教育，造成難以改變社會大眾對於實驗教育的既定印象。 

  本研究個案為一個社區自學團體，在法令層面屬於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

團體實驗教育，經費來源以學生學費為主，教學與學習資源主要由自學團的老

師和家長負責拓展。實驗教育的經費自籌來源目前主要還是以學生學費為主，

從提供學生多少學習資源來看要收多少學費，由於沒有或少有額外的經費投入，

才會使得實驗教育必須收取偏高的學費，因此研究者希望從拓展學習資源的角

度切入，藉由了解這個社區自學團體個案從草創時期至今的辦學歷程，蘊含自

學團中的社會資本為何，以及對自學團有什麼樣的影響或助益，而在沒有太多

社會系統支援的情況下，自學團又要如何拓展其學習資源網絡，以及在過程中

可能面臨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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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瞭解個案自學團在另類教育發展脈絡下的發展歷程和遭遇的問題；以及探究自學

團成員社會關係和學習資源網絡之開拓如何深化了自學團的發展。 

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一紮根社區的自學教育團體（本研究以「自學團」簡稱

之），學生為國中教育階段的青少年。本研究以自學團為核心，主要研究自學團

學習資源的發展情形。 

  為使學生在自學團的學習過程中能夠有多樣化的課程，使用各種學習媒材、

設備與環境，自學團一直都致力於拓展更多的學習資源，使自學團的學習資源更

加多樣且豐富，讓這群正處在最有創造力與活力階段的青少年孩子，在學習的過

程中還能有更多自我探索的機會，藉由接觸不同的學習資源，讓學生找到哪些學

習資源是適合自己的，也是自己想要、需要的。因此，研究者一方面要瞭解自學

團的發展脈絡與概況，即自學團所在的社區脈絡、自學團的成立背景與緣由、教

育核心理念、課程規畫、內部運作模式等；另一方面，則探究自學團從現址、所

在社區、社區鄰近地區到市區的學習資源運用情況，以及如何運用並整合學習資

源於教學場域及辦理各式學習活動，希望從中找出另類教育辦學的資源發展之實

踐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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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針對相關文獻進行說明。全章分為四節。第一節為另類教育，探討另

類教育的定義、歐美的另類教育發展、臺灣的另類教育發展、相關法規與實施現

況、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類型等；第二節為為社會資本，包含社會資本的定義、

社會資本的元素與其分類；第三節則是說明 Ivan Illich 的非學校化社會之理念、

存在於學校化社會中問題、非學校化社會的四種學習網絡型態。以下分節詳述

之。 

第一節 另類教育 

壹、另類教育的定義與意涵 

  國家辦教育是希望能夠培養社會有用的公民（吳清山，2003），《國民教育

法》第一條即指出，國民教育的宗旨在於培養德、智、體、群、美等五育均衡

的健全國民。而歐美公立教育的發展過程中，由於受到宗教與工業革命的影響，

因此希望透過教育達到教導人民遵守規範的目的（薛曉華譯，2002）。但臺灣

的教育發展受到升學主義、文憑主義與威權管理主義的影響，逐漸走向僵化的

學校教育運作和實踐（黃心怡，2005），由於僵化的體制教育無法回應人民的

需求，因此有另類教育的出現。 

  「另類教育」一詞是個廣泛的名稱，根據 American Educators’Encyclopedia

的解釋，另類教育是有別於一般傳統方案的教育方案總稱，在課程設計、教學

模式、硬體結構、時間規畫等方面，皆與傳統學校體制不同（引自陳素燕、陳

舜芬，2002）。而「另類學校」則是與體制內的傳統公私立學校不同的學校或

機構，有人稱之為開放的學校（吳璧如，1998）。這類型的學校擁有自己一套

特定的教育理念，比體制學校有更大的彈性空間能夠安排各種課程活動，亦稱

為「理念學校」或「實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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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根據我國教育部國語辭典的釋義，「另類」意為在主流、傳統之外的類

別，因此常又被稱為「非傳統教育」或「體制外教育」，用來與傳統、主流、

體制內教育進行區別（曾國俊，2012）。國家辦理教育通常著重於國民教育中

齊一化的制度，包含課程與教材內容有固定安排、師資來源單一、學習場域僅

限於學校內等，因此當學生有更多樣的學習需求，而體制內教育無法滿足時，

另類教育便相應而生（林佩蓉、倪鳴香、黃心怡，2011），惟目前相對於國家

主流教育，另類教育仍然是較為小眾的教育選擇。 

  除了「另類教育」一詞之外，在各文獻資料中也可看到許多不同的辭彙，

例如理念學校、實驗教育、開放教育、自由學校、人本教育、非正規教育等，

若要深入探究其意義則每個詞彙都會有各自的意涵，但整體而言，其探討的都

屬於另類教育或稱體制外教育的範疇（李嘉年，2016）。目前最為人所知也是

最常被使用的即為「另類教育」一詞。然而，「另類」二字同時也因為與原本

的主流價值有所差異，容易造成社會大眾對於該詞彙有較為負面或抱持刻板印

象的理解，但對於支持另類教育的人而言，另類所代表的是社會的不同的聲音、

是多元的價值，也是另一種可能性，對於教育的發展有相當重要的意義（曾國

俊，2012，馮朝霖，2001）。 

貳、國外另類教育源起與發展 

  另類教育的最初或許可追溯至希臘時代的哲人，例如蘇格拉底（Socrates），

但現代另類教育的哲學理念與發展卻可以從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的學說中獲得啟示。而另類教育真正在歐美蓬勃發展可能

二十世紀初期談起，以下將先談歐美另類教育的源起與發展，以及列舉介紹幾

個早期經典的歐美另類教育學校實例。 

一、歐美另類教育源起與發展 

  歐美的另類教育發展追溯至二十世紀初期，此與當時的教育改革運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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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而豐富多元的教育思潮則是背後的重要趨力（馮朝霖，2001）。二十世

紀的歐洲教育改革思想是以改革公立學校系統為訴求，以發展自由民主教育

為理想，並在各地發展成為「新教育運動」。而美國從十九世紀末並持續到

二十世紀五零年代也有其教育革新思潮─「進步主義教育運動」，改革公立

學校教育也同樣是這個運動的一項訴求（陳惠邦，2001），此顯示出該時代

的歐美社會氛圍都企圖改變公立學校系統，因此若要探討歐美另類教育的出

現，首先可先回溯至公立教育系統的出現與發展。 

  直至十八世紀，對於公立教育應為全國性且受國家管理的觀念，逐漸受

到重視。大約西元 1770 年，第一個由政府出資並規定兒童必須入學的現代

公立學校體系甫出現於德國。十九世紀時，教育應該是全國性、義務性、自

由的理念在美國社會得到普遍的支持與認同，一些公立教育的活動亦日漸興

起。西元 1880 年前，美國各州皆通過義務教育法令，意味著美國兒童若非

選擇宗教教育或私立學校，則必須進入公立教育體系就讀（薛曉華譯，

2002）。 

  西方公立教育風格與型態的樹立有兩個影響力量，第一，受到新教興起

的影響，主要是基於喀爾文教派認為，教育應該強迫人類學習，並教導人類

遵守規範；第二，工業革命後，工廠體系的形成與運作模式，深深地影響學

校的許多規範與設置。然而在公立教育系統出現並趨於穩定後，另一股教育

的聲音─另類教育，亦隨之出現（薛曉華譯，2002）。1907年，蒙特梭利（M. 

Montessori）為羅馬貧苦孩童成立兒童之家（casa dei bambini），四年後發展

成為第一所蒙特梭利學校；1918年德國南部的斯圖加特（Stuttgart）亦出現

第一所華德福學校（Waldorfschule）；1924 年，人本主義教育家亞歷山大‧

尼爾（A. S. Neill）在英國創辦夏山學校（Summerhill School），尼爾的理念

亦受到人民的熱烈迴響。早期這些學校成為全世界另類學校的開端，另類教

育亦成為教育改革理念的靈感來源之一。（王克難譯，2003；馮朝霖，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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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曉華譯，2002）。 

  雖然主流公立學校在美國的教育環境中仍然是居於領導地位，但家長若

是不滿意公立學校體系，可以在種類眾多的另類學校中為自己的孩子選擇最

適合的學校就讀，而這也顯示出美國的另類學校在哲學、宗教、政治等方面

的多樣性（薛曉華譯，2002）。1970 年代，當時美國有一萬多所另類學校，

是另類教育發展的全盛時期，但 1990 年代以後，美國另類教育的意涵開始

有些改變，近年來美國研究另類教育的相關文獻多談及那些因為外在環境或

個人因素而使得情緒、課業、行為上出現問題的「危險邊緣的學生」（students 

at-risk），此與原本談論的另類學校或理念學校的意涵已有所差異（陳素燕、

陳舜芬，2002）。 

  除了對於公立學校系統的反動，另類教育之所以在二十世紀的歐美社會

如此蓬勃發展，此與當時的世界重視人權倫理（Human rights ethics）有關，

人權理念在當時成為全球「普世倫理」（universalethics）的重要論述之一，

1948 年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即為教育權（Education Rights）賦予重要

意義，提到人人皆有受教育的權利、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應有優先選擇的權利

等內容。而另類教育除了得力於人權的提倡，聯合國於 1966 年通過的「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中，尚提到「家長教育選擇權」，而 1984 年的歐洲理事會

（Counsil ofEurope）也通過法案，要求所屬國家的政府給予家長自由選擇子

女學校的權利（馮朝霖，2006）。 

二、國外早期另類教育實例 

  在另類教育發展的同時，世界上有許多另類學校亦悄悄誕生。以下將介

紹幾個國外早期另類學校實例─美國的瑟谷學校、英國的夏山學校，以及日

本的巴氏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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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國─瑟谷學校 

  瑟谷學校是美國第一家正式立案的「學習自主學校」，其教學哲學是

基於對人的信任，認為只要提供給兒童一個學習環境，兒童就會用最適合

自己的方式進行學習。由於人生而不同，為尊重個體上的差異，因此讓兒

童有自主決定的權力。兒童可以選擇自己認為有價值、有意義、有興趣的

知識學習，這些都要依靠教師對於學生的信任與尊重，並給予適度的引導

才能順利完成。 

  在瑟谷學校中，教師並不稱為教師，只有一群「工作人員」相互合作，

他們並不主動提供學生協助，而是等學生主動提出需求，才會予以協助或

尋求資源，希望藉此讓學生自由發展，展現出學生最真實的自我，避免產

生受到脅迫或壓力而扭曲的人格。即使學生之間有衝突，學生亦是召開學

生法庭自行處理紛爭，在這樣的過程中實際體驗並落實民主的精神（丁凡

譯，1997）。 

（二）英國─夏山學校 

  1961年《夏山學校》這本書在美國問世，尼爾（A. S. Neill）將他在

1920 年於英國創立的一所學校的生活呈現在此書中（薛曉華譯，2002）。

1924 年，尼爾在英國創辦夏山學校，強調要讓兒童自由發展的教育，對

兒童而言，不受到脅迫的學習是最佳的學習。夏山學校實施混齡教學，讓

學生自己決定學習內容與生活規則，以自主學習和生活公約取代傳統威權

體制的學校型態。夏山強調民主自治精神，學生可以參加學校的自治會議，

且具有發言和投票決定校務的權利，有紛爭產生時，尚有監察員與仲裁庭

的調解機制。 

  除此之外，夏山亦接納學生間的個別差異，提供多元、彈性的學習及

教學內容，讓學生能夠獲得全面性的發展，認為是學校要適應學生，而非

學生適應學校。尼爾的教育理念在 1960至 1970年代初期受到熱烈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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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盪出人們對於主流教育體系的批判，同時也在各地產生許多另類學校

（王克難譯，2003）。 

（三）日本─巴氏學園 

  除了歐美國家，其他國家亦有另類教育在悄悄發展。日本女演員黑柳

徹子於 1981 年出版其自傳《窗邊的小荳荳》，講述的是真實的故事。 

《窗邊的小荳荳》一書所提到的「巴氏學園」是一個成立僅 8年，學生人

數不到 50位，1945年燒毀於東京空襲的理想國度。如同現在所稱之理念

教育或另類教育，巴氏學園的小林宗作校長強調要讓孩子在自然中成長，

不將孩子套入老師的「美好計畫」中。在這個快樂天堂中，沒有考試壓力、

沒有強制性的作業，學生可以選擇自己有興趣的科目學習，更重要的是，

校長的教育理念對於孩子有更多的寬容與傾聽，進而培養出具備獨特性的

孩子（朱曉蘭，1988）。 

  上述所提的三個另類學校實例，雖各有其教育理念，但差異並不大，多

落實自主學習與實際體驗的核心精神。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不受到傳統體制

學校的威權壓力，而是更多的經驗積累，習得的知識與真實世界有所連結，

這些興起的另類學校無疑都是在為教育開創另一個新的希望。 

參、影響另類教育的因素和思想論述 

  另類教育泛指有別於傳統體制內學校的教育型態。雖然相對於體制教育，

另類教育是更為開放、多元的一端。在另類教育發展的過程中，亦受到不同的

思想與教育理念影響，以下說明之。 

一、宗教傳統運動 

  當美國的公立學校運動仍處於萌芽階段時，許多宗教團體就已對公立教

育抱持避之唯恐不及的態度，宗教團體的成員選擇自己創辦學校來教育自己

的孩子。有些學校在轉變成為公立學校之前，原本的創立宗旨也是為了要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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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特定宗教的孩子，而在公立學校系統確立之後，一些原本走宗教路線的學

校也漸漸關閉，轉而孩子送進公立學校就讀。當然還是有些選擇維持原樣的

學校，對於這些宗教團體而言，他們希望培養出的孩子是要願意犧牲奉獻、

具備道德觀、虔誠的信眾，公立學校過於俗世，無法教育好他們的孩子。雖

然在十九世紀末，許多宗教學校都默默地結束自己的學校，但到了二十世紀，

那些持續存在的宗教學校，學生數量反而有增加趨勢。而綜觀近幾十年來的

變遷，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轉而尋求宗教的慰藉，甚至形成一個全國性的教育

網絡（薛曉華譯，2002）。 

  在宗教傳統運動中，仍然有一些學校並未標榜為宗教學校，這些學校的

創辦者大多是對於公立教育系統日漸缺乏信心的教育人士和家長所組成，有

這些學校的存在，無非是讓人民在教育上有更多的選擇。 

二、人本主義思想 

  人本主義思想對於另類教育的發展也是一個重要的起源，其中包含幾位

重要的學者，如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裴斯塔洛齊（Heinrich 

Pestalozzi）、蒙特梭利（M. Montessori）、史代納（Rudolf Steiner）、杜威（John 

Dewey）等（張碧如，2006；馮朝霖，2001；薛曉華譯，2002），其中亦會

談及 Ivan Illich 的非學校化社會理念及經驗主義。 

（一）人本主義學者 

  盧梭是人本主義教育發展的過程中，相當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是一位

哲學家與政治理論家，同時也是自然主義之父。盧梭認為教育應該回歸自

然，以兒童為本位，盡量給予孩子自由，不要過早給予孩子知識教育，除

了教導知識之外，教育還應該要陶冶孩子的藝術、道德、情感、社交能力

等，讓孩子能夠在各面向中自由發揮，幫助他們發展其創造力與善良本性。  

盧梭極力提倡自然主義的教育愛，而將盧梭的理念發揚光大並實踐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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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裴斯塔洛齊。 

  裴斯塔洛齊同樣主張人性本善，主張要給孩子一種穩定的、充滿情感、

家庭般溫馨情境的學習氣氛，尤其對於條件較差的孩子，更需要提供這樣

的學習環境。對裴斯塔洛齊而言，教育還應該包含實際的活動，例如唱歌、

繪畫、學習實用技能、安排戶外活動等，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依照每個

人的程度而非年齡來安排學習活動，從實際的經驗和活動中，逐漸培養出

抽象的能力。 

  蒙特梭利主張教育的基礎是建立在「兒童權」之上，應該尊重兒童的

權利，他注重對兒童的感官訓練，認為教育要能夠引導孩子自由、主動、

創造，孩子平時的遊戲活動是一切學習的基礎，也是獲得經驗的過程，在

這樣的過程中孩子也能自己發展出責任感與義務感，老師則作為觀察者、

示範者等角色。 

  史代納受到人智學（Anthroposophy）的影響，是他哲學思想的中心，

因此他主張人是由身體、精神和心靈所組成，他在德國斯圖加特創辦第一

間華德福學校，期望開創以人的精神為中心的教育經驗。 

  在公立學校體系建立之前，人本主義的教育者們就一直在提倡他們的

理念，也創立了另類教育學校，但在美國卻一直處在邊陲地位，一直到杜

威出現才改變這樣的情況。杜威是美國實用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他是一

位哲學家與社會思想家，積極推動社會改革，倡言民主思想，同時也是一

位教育理論家，主張以孩子的實際經驗為出發點的「做中學」教育型態，

他認為教育應該是要讓孩子能在學習的過程中，發展出對這個世界的興趣、

對生活的好奇，讓孩子在生活中廣泛地獲得各種經驗，培養主動學習的態

度，而不是一味地給予孩子抽象的理論和知識。（張碧如，2006；馮朝霖，

2001；薛曉華譯，2002）。 

  1917 年由蒙特梭利成立的兒童之家（四年後成為第一所蒙特梭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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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1918 年史代納在德國成立的華德福學校、尼爾創辦的英國夏山學校

等，這些都是人本主義思想在另類教育的實踐，而臺灣亦有許多受到人本

主義思潮影響的另類學校，例如人本基金會創辦的森林小學、宜蘭慈心華

德福學校是臺灣第一所採用史代納理念的學校、臺中的磊川華德福也是採

取史代納及人智學教育理念的學校、彰化的苗圃學園則是採用蒙特梭利教

學法，上述所列舉的這幾所都是受到人本主義影響的另類學校實例。 

（二）非學校化社會的想像 

  Ivan Illich 於 1974 年出版「非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一

書。Illich 強烈批判學校制度，於書中探討學校對於教育的壟斷以及社會

學校化的現象。學校的出現使得學校變成學習的唯一場所，但學校教育卻

是以制度化、齊一化的型態在運行，例如指定的課程、強制性的出席等，

然而這些只會扼殺與摧殘兒童的學習和個性，因此 Illich認為應該廢除學

校系統以及讓整體社會非學校化，要進行與現行學校截然不同的新型學校

的探索，而這樣的探索將會拓展個人的教育網絡，進而讓人生的每一階段

都充滿學習、互享與互助（吳康寧譯，1994）。 

  本研究將於本章之第四節詳細說明非學校化社會理念，包含四個學校

化社會存在的問題，以及希望創造出的四種學習網絡型態。 

（三）經驗主義 

  經驗主義（Empiricism）認為人類的知識起源於經驗（experience），

而經驗主要來自於兩方面，一為感覺（sensation），藉由眼睛、耳朵、皮

膚等感官與各種事物接觸而獲得的經驗；二為反省，是透過知覺、推理、

想像等作用而組成的經驗。而經驗主義知識論是將知識視為經驗的產物，

注重教育的效能，將學生看成白紙或黏土，可以任意填補內容或型塑樣態，

而這樣的概念可能會演變成「教育萬能論」的極致型態（伍振鷟，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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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振鷟、林逢祺、黃坤錦、蘇永明，1998）。 

  在教學方面，經驗主義強調直觀教學和感官訓練的價值與方法，盧梭、

裴斯塔洛齊、蒙特梭利、福祿貝爾等幾位都是受到經驗主義影響的以兒童

為本位的教育家。由於經驗主義知識論的教育家主張感覺經驗的吸收與累

積，因此也容易走上強調身體官能自然發展的自然教育途徑（伍振鷟等人，

1998）。 

（四）小結 

  另類教育希望的是打破教室的水泥牆，不將學習侷限在教室和學校裡，

不受到制式化課程的桎梏，而是透過各種活動與體驗，實際接觸生活環境，

從過程中獲得經驗並習得知識，並與生活世界有所連結。另類教育發展的

過程，受到不同的理念和思想影響，整體而言，不論是何種教育理念，都

希望能讓教育有更多元的聲音。人類有無限發展的可能，人本主義學家認

為，要讓兒童在自然、自由、創造等條件下成長，經驗主義者則提到透過

身體感官來感覺、接觸這個世界。黃武雄（2013）在《童年與解放》一書

中揭示兒童成長的真相，認為傳統的學校教育忽略了兒童天賦，壓抑兒童

探索世界的能力，他認為要回歸人原始的面貌，以童年時期認知世界的方

式，從新探索與體驗世界，拓展真實經驗網絡。這與幾位強調要以兒童為

主體的學者理念相似，認為要讓從兒童的經驗為出發點，在真實的生活中

體驗、感受並獲得經驗，才能將這些經驗內化，也保有兒童的原創性與想

像力，並非只接收抽象的知識而不知如何運用這些抽象知識。 

  學習存在於各種條件之下，並非僅只於學校內，當人離開學校，進入

社會工作，看似脫離原本定義狹隘的「學習」，實際上從工作中獲得經驗

其實也是學習的歷程，而另類教育希望帶給學生的即是到處都是學習的地

點，任何事物都是學習的教材，不應該有太多的規範與限制。藉由不同學

者的想法和理念，另類教育雖然仍為教育型態中的小眾，但卻也能看到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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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教育其實是朝著多元的進路發展。 

肆、臺灣另類教育源起與發展 

  臺灣在另類教育的發展與重視比歐美經驗晚得許多。從臺灣的教育變遷來

看，1987 年解嚴後，我國朝向民主化的方向發展，民間對於教育改革的聲音

日漸高漲，一般認為，臺灣教育改革運動真正轟轟烈烈地展開是始於 1994 年

的四一○大遊行，這場由民間發起的教育改革運動提出四大訴求：廣設高中大

學、落實小班小校、制訂教育基本法、推動教育現代化，同時也組成「四一○

教育改造推動聯盟」。從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中期，對於教育解嚴的呼

聲一直持續發展，民間教育改革團體陸續成立，例如，「人本教育基金會」、「教

師人權促進會」等，各種社會運動在此時蓬勃發展（吳清山，2008；黃心怡，

2005）。民間對於教育鬆綁的訴求聲音不斷，要求將國民教育權歸還給人民，

並期盼能進一步法制化（林佩蓉、倪鳴香、黃心怡，2011）。當體制內的公立

教育系統與民間設立的私立學校無法滿足人民對教育的需求，加上教育多元化、

民主化的浪潮，體制外的教育遂逐漸受到關注與重視。黃武雄（1995）亦曾提

到，民間興學的意義在於能夠具體實現不同的教育理念和哲學，增加人才培育

的多元化。 

  面對這股潮流，有民眾開始自行籌辦學校，亦有以在家自行教育的方式，

希望突破法律限制，進而開起臺灣另類教育的開端。1990 年臺灣出現第一所

體制外學校─森林小學，由倡導「人即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本教育基金會創

辦，是為了追求人本教育的具體實驗而成立之。 

  在森林小學成立後，隨後李雅卿女士也於 1994 年創辦毛毛蟲學苑（今新

北市烏來區信賢種籽實驗小學），毛毛蟲學苑當時受到臺北縣政府教育局的支

持，以政府原有的資源，搭配民間的力量，提供孩子一個有別於以往的自主學

習空間。之後還有卓蘭青少年全人教育實驗學校（全人實驗高級中學的前身）、

新竹雅歌實驗小學等體制外學校先後成立，可算是臺灣另類教育興學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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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雅卿，2000；APDEC， 2016）。 

  此外，尚有一種以公辦民營形式進行另類教育實驗的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類型，即「公辦民營學校」，或稱為「公辦民營特許學校」。公辦民營

學校可說是讓另類教育得以在主流教育體制中有其施展的可能性。而這類型的

學校主要是接受政府的補助，以民間單位或企業經營的方式來改革公立學校，

希望提升教育的自主性，並增加家長的教育選擇權（張碧如，2013；楊文貴、

游琇雯，2011）。 

  1999 年，「北政國中自主學習實驗計畫」是第一個由政府編列預算的體制

外實驗教育計畫，但 2001 年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做出易地辦理的決定，同年 8

月將此計畫遷至景文高中，並更名為「臺北市自主學習實驗計畫」（林佩蓉等

人，2011；張碧如，2013）。另外，宜蘭縣政府於 2001年通過《宜蘭縣屬國民

中小學委託私人辦理自治條例》，使得公辦民營學校有更多發揮的空間（張碧

如，2013；楊文貴、游琇雯，2011）。 

  大約在 2000 年，宜蘭慈心華德福幼兒園的創辦人張純淑女士，積極向公

部門爭取公辦民營，終於成功在 2002 年時於宜蘭冬山鄉以特許模式開辦慈心

華德福公辦民營實驗學校，後來宜蘭的頭城人文國小也以相同模式開辦，人文

國小強調以適性、混齡及動態的模式為學生安排學習活動，後來兩校也陸續開

辦國中部及高中部。2002 年，林玉珠女士在臺中獲准開辦磊川華德福實驗教

育，是臺中市的第一個實驗小學。在慈心與磊川華德福辦學的效應之下，開始

臺灣華德福辦學的新里程（APDEC，2016）。之後還有臺中豐樂華德福實驗學

校、臺中海聲華德福教育、臺北市同心華德福教育（臺北市第一個借用公立小

學教室上課的非營利共學團體）、高雄中崙華德福共學園等陸續出現。 

  當體制外的另類教育學校正如火如荼的發展，體制內的偏遠學校及小型學

校正面臨由少子化帶來的學校生存危機，為了因應這股無可避免的衝擊，有些

偏遠及小型學校紛紛找尋因應策略，展開轉型，尤其在實驗教育三法通過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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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的發展空間又更大，可以依學校本身的條件發展各自的特色，或是向政府

申請成為公辦公營、公辦民營等型態的實驗學校，各縣市也隨著實驗教育的蓬

勃發展而相繼建置實驗教育法源及環境（詹志禹、吳璧純，2015；APDEC，

2016）。 

伍、臺灣另類教育相關法規與實施現況 

  前段提及的實驗教育三法是臺灣另類教育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當臺灣的另

類教育仍處於萌芽階段時，因為未有相關法令的明確規定與支持，而產生另類

教育學校無法被接受的例子。例如，1990 年第一所體制外的學校森林小學成

立後，初期並不被社會及原本的教育體系所認同，曾因違反《私立學校法》而

被提出訴訟；1993 年全人教育實驗學校成立，學生的學籍與校地問題一直無

法處理（張碧如，2006）。這些另類教育學校由於不在法律授權範圍之內，使

得辦學之路並不順遂。 

  教育鬆綁是臺灣近年教育改革的趨勢之一。1999 年 2 月 3 日《國民教育

法》修正公布後，第四條第四項規定：「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及家長教育選擇權，

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其實驗內容、期程、範圍、申請條

件與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教育部會商直轄市、縣（市）政府後定之。」

在《國民教育法》尚未修訂通過之前，「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這個專有名詞

尚未正式出現於國內（陳江松，2003）。1999 年 6 月 23 日公布並施行的《教

育基本法》第七條規定，人民有依教育目的興學之自由，政府對於私人及民間

團體興學應依法提供必要協助並監督之，且為鼓勵私人興學，得將公立學校委

託由私人辦理之；第八條亦提到，父母得依法為其子女選擇受教育之方式。這

些法規鬆綁了中央集權的教育行政體系，教育權力下放，使得體制外的另類學

校可以依照規定合法辦學（楊巧玲，2000）。但此時尚無以另類教育為主體的

相關法規出現。 

  直到 2011年 6月 27日，教育部公布《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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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準則》，雖然是由教育部發布的命令，但實為另類教育發展的一大進步，

第 1條即指出此準則是依前述提到的國民教育法第 4條第 4項訂定之，而準則

也在第3條明確指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簡稱實驗教育）應依個人實驗教育、

團體實驗教育及機構實驗教育方式辦理。 

  過去國內在實驗教育的相關法規主要還是以《教育基本法》及《國民教育

法》作為法源依據，至 2011年才有一個以機關所發布之命令的型態存在的《國

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而在各縣市政府方面則是有相關

的實施辦法或自治條例，目前已廢止且重新訂定與頒布新的法規辦法。目前各

縣市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列表，如下： 

 

表 2-1 

各縣市政府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法規列表 

縣市 時間 法規名稱 

臺北市 104.02.24修正 臺北市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新北市 100.08.24訂定 新北市政府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輔導及評鑑實施要點 

臺中市 104.03.30修正 
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

規定 

臺南市 僅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辦法 

高雄市 僅有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相關辦法 

桃園市 無 

基隆市 104.03.10修正 
基隆市辦理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

規定 

新竹縣 092.10.09修正 新竹縣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苗栗縣 廢止 

彰化縣 097.04.21修正 彰化縣政府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辦法 

南投縣 104.06.22訂定 南投縣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要點 

雲林縣 104.03.27修正 雲林縣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要點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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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 104.05.22訂定 
嘉義縣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轉出、轉

入作業補充規定 

屏東縣 104.08.21訂定 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宜蘭縣 
095.11.02修正 

105.01.07訂定 

宜蘭縣國民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宜蘭縣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花蓮縣 098.05.11修正 花蓮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臺東縣 092.01.08訂定 臺東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辦法 

澎湖縣 廢止 

金門縣 104.10.22訂定 金門縣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補充規定 

連江縣 無 

資料來源：各縣市政府法規查詢系統 

 

  2014 年，在各方對於實驗教育的關心與努力推動之下，立法院於當年 11

月三讀通過《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與《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等實

驗教育三法。主要是將實驗教育分為三個類型：「非學校型態」、「學校型態」

與「公辦民營」。《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是為

保障學生學習權與家長教育選擇權，提供學校以外的教育型態，且應以非營利

為目的辦理之；《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則是為鼓勵教育創新，依據特

定教育理念，並以學校為範圍所進行之實驗教育；《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委託私人辦理條例》其委託私人辦理意指各縣市單位基於發展地方特色、實踐

教育理念以及鼓勵教育實驗，而將國民中小學委託由私人辦理。 

  學校型態的實驗教育分為公立與私立，公立又可分為「公辦公營」及「公

辦民營」兩種，「公辦公營」都是公立學校的教職員管理主導，例如雲林縣的

山峰華德福教育實驗小學與潮厝華德福教育實驗小學，「公辦民營」則是將公

立學校委託由民間經營，其本質仍屬於公立學校，例如宜蘭縣的慈心華德福。

而私立則指由民間的非營利法人辦理的實驗學校，本質上屬於私立學校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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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高雄市的光禾華德福實驗教育機構，有別於按照課綱上課的體制內一般私

立學校（臺灣實驗教育聯盟，2015）。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類型研究者安排於

下一段進行說明。 

  實驗教育三法的通過無疑是國內的實驗教育的一大進步，讓人民可以在有

法律的保障之下辦教育。實驗教育三法的通過，讓原本走在體制內的公立學校

有更多彈性和空間能夠進行實驗教育，對於選擇在家自學者的孩子和家長而言

有正式的法源依據，這些都預示著「擇校時代」的來臨（張益勤，2014）。 

  近年來，臺灣的另類學校數量以及選擇另類教育的學生數仍逐漸增加中，

而對於教育環境而言是有其助益的，藉由體制外教育的多元樣貌，作為體制內

學校的參照，不論對何種教育型態都是一個相互學習的過程。然而，臺灣的學

校教育一直以來都是以培養五育均衡作為目的，看似中立，卻有其外加的標準，

智育更是最受重視的一項，教育者往往嘗試將一套標準複製在每位學生身上，

為培養學生的競爭力，不斷地加入學科課程，不僅阻礙學生的個人發展，亦容

易扭曲學生的價值觀。人每天都與這個世界在互動，學校教育要帶給學生的應

該是如何與世界互動，惟有透過互動，所學的知識才是真正與生活有連結的，

換言之，教育應該教給學生如何打開經驗世界，發展個人的內在（黃武雄，2003）。

當教育一直強調學生的競爭力，才能面對未來環境時，所教出的學生是個知識

無法和生活有所結合、不知道如何運用所學的人，造成無法回應變動快速的世

界的窘境。 

陸、臺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類型 

  面對教育多元化、自由化等趨勢，人民對於教育越來越關注，對於教育權

的思考逐漸從國家主導形式轉變為重視家長、教育工作者與學生等在教育上的

權利，即由國家教育權轉變成國民教育權，部分人士遂自行辦教育、招生，或

是以在家教育的方式，開啟另類教育的開端（陳素燕、陳舜芬 2002；薛化元、

周志宏，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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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類教育是一個較為廣泛的通稱，國內對於另類教育在法規中以實驗教育

稱之，包含「非學校型態」、「學校型態」與「公辦民營」三種型態，此處所要

談的是與本研究個案相關的「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類型。 

  根據 2014 年通過的實驗教育三法之一《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的第四條，皆指出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辦理方式包含

「個人實驗教育」、「團體實驗教育」、「機構實驗教育」等三種類型。 

  「個人實驗教育」指為學生個人在家庭或其他場所進行實驗教育；「團體

實驗教育」是由三人以上，三十人為限的學生在共同時間與場所進行之實驗教

育，團體實驗教育也被稱為團體自學或團體共學，可由一群個人自學的家長將

孩子聚在一起共學，也可以由一些教學者共同組成微型組織並招收學生，此類

型的團體目前在都會區的數量相當多，本研究個案即屬於此類團體，例如台北

史代納；「機構實驗教育」由非營利法人所設立，以實驗課程為目的，並於學

校以外的固定場所實施其實驗教育，亦針對機構實驗教育之每班學生人數及師

生比有明確規範，其運作模式幾乎與一般學校沒有差別，過去常被戲稱為「不

是學校的學校」，例如臺中市的磊川華德福、剛轉型成機構辦學的同心華德福、

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由臺北市文化局與臺北市文化基金會共同創辦）

（臺灣實驗教育聯盟，2015）。 

  為使本研究之自學團的定位更加明確，因此在這部分介紹非學校型態實驗

教育的類型。自學團以「團體實驗教育」向地方政府進行申請辦理實驗教育，

雖然名為「自學團」，但其實是一個存在社區內的實驗教育共學團體，草創時

期是由一群反省體制內教育的家長共同創辦，再加入教學團隊，家長們將自己

的孩子聚集在一起進行共學。自學團有其固定的教學場所，依照團體實驗教育

的學生人數規定招生，學生設籍於某個學校，以核心理念與學生需求進行課程

和各種學習活動之規劃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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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資本 

  第二節主要談社會資本。首先說明社會資本的定義，接著探討社會資本的元

素以及對於社會資本的分類。以下詳述之。 

壹、社會資本定義 

  關於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概念，從古代學者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的著作中，或是一些近代的社會科學家，例如亞當斯密（Adam Smith）、托克

維爾（de Tocqueville）、涂爾幹（Durkheim）等人的研究中，多少可以找到一

些社會資本的雛形。其中，托克維爾最受政治學者引用，托克維爾於 1831 年

偕同友人到美國的鄉鎮進行考察，他認為美國鄉鎮的成員對於鄉鎮事務的熱衷

參與，造就美國的幸福生活並使其能維持民主制度，換言之，社群成員的共識、

集體行動，促使社群的事物得以完成，或使問題順利地解決。經濟學家則認為，

若追溯到亞當斯密的研究，亦可以從中找到社會資本概念的蹤影，亞當斯密的

論點就曾提到相互同情（mutual sympathy）、網絡與價值的重要性，也曾以商

人欺瞞大眾、以獲取更多的私利的例子來談論社會資本的概念（江明修，2004；

黃克先、黃惠茹譯，2008）。 

  而首位真正使用「社會資本」一詞的是學者 Hanifan，Hanifan 將社會資本

定義為「人類日常生活中，由個人及家庭所組成的社會單位（social unit）中，

所包含的人與人之間的善意（good-will）、夥伴關係或交情（fellowship）、相

互同情（mutual sympathy）以及社會交往（social intercourse）」，意即，人在與

他人互動、交往的過程中，逐漸累積所謂的社會資本（黃克先、黃惠茹譯，2008；

Hanifan, 1916）。 

  社會資本一詞雖然在 20世紀初就已經被提出，但主要還是到 1980 年代才

在學術界受到廣泛的討論。而談論社會資本概念時，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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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美國社會學家 James S. Coleman 與美國政治學家 Robert D. Putnam

三位學者的定義被引用的最為廣泛。 

  法國社會學家 Pierre Bourdieu 將社會資本定義為：「社會資本包含了實際

資源（actual resources）與潛在資源（potential resources）。資本具有各種形式。

藉由一個持續的網絡關係，將這些資源加諸於個人或團體，而這個網絡是由不

同熟識程度的人際關係所組成。」Bourdieu（1986）認為資本展現於經濟資本、

社會資本與文化資本三種類型中，然而，當時的政策與社會科學顯然受到經濟

學者的世界觀所影響，但這些經濟學者卻忽略了在經濟以外的各種社會領域的

重要性，因此 Bourdieu 在為社會資本定義時，才會提到資本有著各種不同的

形式，必須瞭解這個重要的事實（Bourdieu and Wacquant, 1992）。 

  美國社會學家 James S. Coleman（1988）認為，社會資本要從它的功能來

進行定義。它是由不同的個體所組成，這些個體存在兩項共同的特徵，第一，

是由社會結構中的各個要素組成；第二，促進結構內不論是個人或群體的行動

者進行某些特定的行動。另外，社會資本亦具有生產性（productive），無法完

全被取代，且能讓某些特定的行動被達成。Coleman 從社會結構的功能面向探

討社會資本的概念，社會資本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中，包含在社會結構的各個

方面，而社會資本也是影響行動者的行動能力的一個重要資源（江明修，2004），

換言之，人是否能夠完成某些特定的目標，取決於人所擁有的社會資本。 

  除了 Bourdiru 和 Coleman 兩位學者，另一位學者 Robert D. Putnam 對於社

會資本的定義亦廣泛地被引用，甚至被認為其姓名與社會資本為同義詞，可見

Putnam 對社會資本的貢獻。Putnam 是一位美國政治學家，他先後在 1993 年

與 1995 年分別以義大利與美國作為研究對象，雖然 Putnam 並非首位或唯一提

出社會資本概念的學者，但他將社會資本從理論轉為實際應用，也使得他在社

會資本的領域中享有盛名（黃克先、黃惠茹譯，2008；Fried, 2002）。Putnam

（1995）所指的社會資本即社會組織所擁有的特徵，包含網絡（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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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norms）、信任（trust），即社會資本是從社會關係（包含個人、更廣泛

的社區、具有某種功能的群體等）中伴隨而來的規範與信任。 

  林南（Nan Lin）認為社會資本可以從社會關係中獲得，意即行動者在其

所屬的社會關係的樣態，有很大的程度會影響到可獲得社會資本的多寡。透過

有目的的行動，行動者可以獲得所需要的社會資本。林南的觀點有兩個重要的

分析核心：第一，若要談社會資本，社會網絡是重要的前置條件；第二，如何

在社會網絡中獲得需要的社會資本（林南，2007）。 

  學者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論述社會資本的概念，不論是 Bourdieu 的關係

資源角度、Coleman 社會結構的功能論點、Putnam 的組織說，或是林南的社

會關係說，雖然詮釋的角度與內涵不全然一致，但每一種對社會資本所做的定

義仍存在著某些共通處。 

  本研究以一個社區內的自學團體為研究對象及場域，探討身處社區脈絡中

的自學團，從創辦至今，如何運用在地資源以及成員間的社會關係，甚至積極

將觸手伸到自學團以外的世界，希望能與更多的外部資源有所連結，搭建出屬

於自學團的學習網絡。茲此，研究者將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社會資本定義為：鑲

嵌於自學團成員的社會關係與所屬社區的網絡中，彼此基於共同的信任、價值

觀、情誼而促使自學團的各種學習活動與行動被達成。 

貳、社會資本的意涵 

  各學者對社會資本因探究的角度不同，使得涵蓋在定義中的社會資本的要

素不盡相同，因此有些學者亦認為，應該將社會資本的要素做出更清楚的區分

與說明。 

  David Halpern 選擇了三種他認為最常被提出與討論的社會資本元素，即

社會網絡（social network）、規範（norms）、約束力（sanctions），並進一步闡

述其內涵。Halpern 認為，社會中存在的交往關係應該都具備上述三個要素，

以鄰里社區作為解釋的例子。社會網絡以成員間的緊密程度以及社區本身的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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閉程度（closure）來界定；社區中規範的出現，可能是從社區本身的特性或成

員間的關係而衍伸出來，例如共同維護社區的環境或彼此守望相助；而約束力

所指的可能是獎勵或懲罰，透過社區成員是否遵守社區的規範，來決定應獲得

獎勵或接受懲罰。Halpern 認為此三種要素，基本上可以在各個社會脈絡中被

覺察，亦即其適用範圍很廣泛。 

  Putnam（1995）的社會資本定義中，認為網絡（network）、信任（trust）

與規範（norms）三者是其中的重要特徵。信任是社會資本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元素之一，信任可以從成員之間的規範，以及公民參與網絡中產生。信任、規

範與公民參與網絡三者則成為一個動態的互動關係，相互牽動，社群成員對於

共同及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在參與事務的過程中溝通，可以提升彼此之間的

信任感，亦使得社群間的規範更加穩固。 

  林南（2005）為社會資本所做的定義雖然強調社會關係的重要，擁有多少

資本取決於行動者的社會關係網絡，但林南的論述重點其實是在於「資源」，

資源是討論社會資本概念的重要核心。在分析社會資本概念時，提出「資源」、

「社會結構」與「行動」等三個元素是其分析重點。首先，資源可以透過說服

（persuasion）、請求（petition）或強制（coercion）的方式來取得。解釋三種

方式的差異，說服是藉由溝通讓行動者相信資源具備的價值，請求是團體內部

成員對其他成員的遊說或懇求，隱含一種團體內規範的壓力，強制則是以強迫

的方式讓行動者接受資源的價值，不接受可能就必須接受懲罰。社會結構則是

指社會結構的本質、階層、複雜性，探討資源如何在蘊含不同權力的階層關係

中被交易與運用。行動所指為具有目的性的行動，行動者要具備希望獲得或保

有資源的動機。 

參、對於社會資本的分類 

  由於社會資本並非單一層次的概念，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切入，試將社會資

本劃出不同的類型。以網絡緊密程度來分類，可分為結合型社會資本、架接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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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資本與連結型社會資本；以功能性區分，則有透明度與理性化兩種類型。

除了對社會資本本身進行區分之外，林南（2007）從資源端探討，來將社會資

本的資源分為兩種，即資源的使用與資源的能量。 

一、網絡緊密度：結合型社會資本、架接型社會資本、連結型社會資本 

  對社會資本進行分類，被視為最重要、亦獲得最廣泛使用的分類即為「結

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與「架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兩種，Putnam將這樣的分類歸功於Gittell與Vidal兩位學者（Halpern，

2005）。 

  Putnam 曾提到資本有內向型（inward looking）與外向型（outward looking）

兩種型態，內向型所指為可能具有排他性或為同質性的團體，屬於結合型社

會資本，此類型的成員間同質性高、關係緊密、相互關懷與承諾、容易形成

信任關係，或是基於某種認同感而相聚。而外向型的網絡則是指異質性較高，

屬於架接性社會資本，由各自屬於不同群體的人們所組成的團體或組織，成

員之間的關係不如內向型來的緊密。 

  除此之外，尚有一種社會資本類型─「連結型社會資本（linking social 

capital）」─是後來學者們討論社會資本是否為公共財時，所提出的第三種分

類，其探討的是超越社區或階層既有界限的關係，屬於垂直連結，而

Woolcock 與 Szreter等學者，亦運用連結型社會資本的概念，來探究個人或

群體的網絡關係，如何與不同階層者或其他握有資源者產生連結（黃源協、

莊俐昕、劉素珍、林信廷，2012；Halpern, 2005；Woolcock, 2001）。 

  綜合上述，將這三種類型對應到生活中的網絡關係，從微觀角度來看，

結合型、架接型、連結型所對應的分別為「家人」、「同事或朋友」、「握有資

源的掌權者」；從中觀層面來看，則是「社區或職場」、「不同社群的聯繫」、

「不同社會階層的連結」；從巨觀角度來看，則為「種族或國家」、「商業間

的連結」、「國際組織」（Halper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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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功能性：「透明度」、「理性化」 

  Fedderke、De Kalt 與 Luiz（1999）主張將社會資本從功能上區分為兩

種類型：「透明度」（transparency）與「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透明度是

指社群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如何讓資訊能更為廣泛的傳遞與流通，進而降低

消耗的成本。舉例來說，一個擁有較多架接型社會資本的社會，與另一個以

結合型社會資本為主的社會，兩者相比，則擁有較多架接型社會資本的社會

的透明程度較高，藉由異質性社群間的連結與互動，相互交流訊息，能使資

訊流通更為便利。理性化則指社會資本從重視實質規範轉向重視程序規範的

程度，舉例而言，一個以情境和結果來決定其行為的社群，與一個嚴守傳統

規範來行事的社群，則前者的理性化程度較高。 

三、社會資本的資源：資源使用與資源能量 

  林南認為，資源是資本理論的核心，尤其是社會資本，而探討社會資本

理論時，一方面除了解釋資源的珍貴性與資源分布於社會的情況之外，還必

須說明行動者如何在社會網絡中，透過互動關係，而對於分布於社會中的資

源有不同的取用能力（林南，2005）。茲此，林南（2007）將社會資本的資

源分為兩個層次，即資源的使用（utilization）與資源的能量（capacity）。資

源的使用指的是實際上所使用的資源，而資源的能量則是涵蓋於社會中的資

源，可以運用但卻沒有被運用的部分。 

  社會中的行動者，不論是個人或群體，通常都只會注意已經被運用的資

源，在計算其所使用的資源量時，也僅把這些已使用的資源估算進去，但在

林南的觀點認為，那些可以使用，但卻沒有被運用的資源也應該被計算。當

行動者意識到自己有多少資源可以運用，或其他行動者具有多少資源能量時，

就可以利用這些資源去決定要如何拓展社會網絡，彼此交換、互惠，進而獲

得更多資源的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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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將社會資本進行分類，不論是從網絡緊密程度或功能角度出發來探討，

雖可以做較細緻的區分與說明，但事實上社會中的每個社群，都混合著不同

類型的社會資本，即社會資本的任一類型都難以在某個社群中單獨運作。此

外，林南（2007）提到，社會關係基本上可以分為同質性與異質性，如同前

述，同質性成員的緊密程度高，但事實上異質性的關係對於社群的發展是更

為有利，異質性可以為社群帶入不同類型的資源，並且讓資源及資訊能在各

個社群中更為流通。換言之，一個具有較多架接型或連結型社會資本的社群，

由於社群成員異質性較高，蘊含在這樣社會關係中的資源相對多元，可使社

群的透明度較高，因資訊與資源的流動已經藉由異質性的成員達到效果。 

  此外，由於資源是探討社會資本的核心概念之一，林南對於資源的分類，

可使行動者在使用資院或尋覓資源時，對於資源有更廣泛的認知，不僅是已

經被使用的資源，社會上仍存有其他尚未被行動者發覺的資源，這些對於行

動者在達成目標的過程中，相信都有所助益。 

肆、本節小結 

  表 2-2為本節所討論關於社會資本的定義、意涵與分類。從定義著手，了解

學者們對於社會資本的詮釋，接著討論社會資本的意涵以及幾種從不同觀點切入

的類型，從中找出適合本研究的分析概念並於後續章節深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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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社會資本概念整理 

定義 

Hanifan 

人類日常生活中，由個人及家庭所組成的社會單位

中，所包含的人與人之間的善意、夥伴關係或交

情、相互同情以及社會交往，藉由這些累積所謂的

社會資本。 

Pierre Bourdieu 

社會資本包含實際資源與潛在資源。資本具有各種

形式。藉由一個持續的、由不同熟識程度的人際關

係所組成的網絡關係，並將這些資源加諸於個人或

團體。 

James S. Coleman 

從社會結構的功能面向探討社會資本的概念，社會

資本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中，包含在社會結構的各

個方面，社會資本也是影響行動者的行動能力的一

個重要資源。 

Robert D. Putnam 

社會資本是從社會關係（包含個人、更廣泛的社

區、具有某種功能的群體等）中伴隨而來的規範與

信任。 

林南 
社會資本可以從社會關係中獲得透過有目的的行

動，行動者可以獲得所需要的社會資本。 

意涵 

David 

Halpern 

社會網絡 
以成員間的緊密程度以及社區本身的緊閉程度來

界定。 

規範 從社區本身的特性或成員間的關係而衍伸出來。 

約束力 
可能是獎勵或懲罰，透過成員是否遵守規範，來決

定應獲得獎勵或接受懲罰。 

Robert D. 

Putnam 

網絡 此三者為一個動態的互動關係。 

信任可以從成員之間的規範，以及公民參與網絡中

產生。對於共同事務的積極參與，可以提升彼此的

信任感，使得社群間的規範更加穩固。 

信任 

規範 

林南 

資源 資源可以透過說服、請求或強制的方式取得。 

社會結構 
探討資源如何在不同權力的階層關係中被交易與

運用 

行動 
具有目的性的行動，行動者要具備希望獲得或保有

資源的動機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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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網絡 

緊密度 

結合型 
成員間同質性高、關係緊密、相互關懷與承諾、容

易形成信任關係，或是基於某種認同感而相聚 

架接型 
由各自屬於不同群體的人們所組成的團體或組

織，成員之間的關係不如內向型來的緊密 

連結型 超越社區或階層既有界限的關係 

功能性 

透明度 
社群所擁有的社會資本，如何讓資訊能更為廣泛的

傳遞與流通，進而降低消耗的成本 

理性化 
社會資本從重視實質規範轉向重視程序規範的程

度 

資源 

類型 

資源使用 實際已被使用的資源 

資源能量 
涵蓋於社會中的資源，可以運用但卻沒有被運用的

部分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整理 

 

  綜合上述，本研究將社會資本概念界定在「信任」、「資源」、「網絡」三者。

由於研究主題設定從資源角度切入探討，因此「資源」為本研究最重要的概念，

了解自學團的學習資源運用情形，而資源在本研究中以實體環境、硬體類的資源

為主要討論的範疇，例如上課場地、各類設備等，並結合「網絡」的概念一同討

論自學團學習資源網絡之發展，包含如何在辦學過程中，將課程及各種活動已使

用或可能使用的學習資源，逐漸從社區內擴展至社區外，擴大自學團學生的學習

視野，「信任」屬於自學團的發展背景、所處的社區脈絡、自學團成員的關係等

要探討的部分。 

第三節 非學校化社會 

  另類教育的發展深受人本主義教育思潮的影響，從人文主義的立場反省、批

判傳統學校教育帶給學習者的疏離感、壓迫，這股在當時與傳統學校教育對抗的

勢力被稱為「浪漫主義」（romanticism）或反傳統的激進教育改革（引自張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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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Ivan Illich 受到這股思潮的影響，而後成為人文主義思潮有影響力的諸位

學者之一。Illich主張要廢除學校型態而提出「非學校化」一詞，在 1960年代末

期至 1970 年代初期，非學校化社會被視為是當時最為激進的教育改革理念（吳

璧如，1998），其批判學校制度與學校化的社會，主要涵義是指不讓個人的學習

過分依賴社會組織或學校，逐漸喪失學習和生存的能力，因此需要重新建立個人

與環境的新教育關係。 

  Illich 對於非學校化提出的相應策略是要建立一個共享的學習網絡，藉由網

絡的方式來傳遞有價值的經驗傳遞給需要的人，而所謂有價值的經驗指的是生活

中的各種事物、有能力或技能的人可作為學習者楷模、同儕的經驗分享以及師長

或前輩的引導。本節將說明非學校化社會的理念，探討學校化社會存在的四個問

題，以及 Illich認為應在非學校化社會建立的四種學習網絡（吳康寧譯，1992）。 

壹、非學校化社會之理念 

  Illich 的「非學校化」（deschooled）概念，並非主張完全廢除所有類型的

學校，亦不是要創造一個不存在任何型態的學校的社會。Illich 批判 20 世紀中

期當時的整體社會制度走向「學校化」，他認為社會精神體現於社會的各種制

度中，其中最為彰顯社會精神的依然是學校制度，因此不能冀望透過學校來普

及教育，亦無法以其他類型的社會制度來達到此目標，因整體社會都存在著「學

校化」的困境。 

  Illich 主張應該探詢一條與學校化社會相反的學習道路，建立一個學習資

源共享的教育網絡（educational webs），不讓「學習」依附於學校，所有人都

能在這個共享的教育網絡中進行學習活動。 

貳、非學校化社會之內涵 

一、學校化社會存在的四個問題 

  Illich 批判學校化社會存在的四個主要問題，包含制度化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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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ized values）、價值測量（measurement of values）、套裝價值

（packaging values）以及永恆進步（eternal progress），這些都是長久以來存

在於學校化社會裡的問題。 

（一）制度化價值（institutionalized values） 

  許多人認為，學習往往是學校和老師「教」的結果，學校成為學習、

獲得知識的唯一場所，有價值的學習發生於學校場域中，逐漸形成人對於

學校的依賴性。學校教育使人適應於一個已經被安排好的世界，越適應就

越依賴制度給予的一切，當制度無法提供或滿足人的需要時，容易使人的

內心產生不安定的感覺，總是期待制度能做些什麼，對於制度化的一切也

有著高的接受度。 

  而回到學校制度來看，Illich 認為，學習不應受到太多外在的操縱是

最好，在學習者個人身心皆投入時，能獲得最好的學習，但學校不僅灌輸

「教導致學」的思維，甚至將學習者的學習與各種經過設計與制度化的產

物綑綁在一起，例如學習與考試、考試與文憑等，學習者就在這樣的環境

中漸漸喪失個人學習的創造性與自主性。 

（二）價值測量（measurement of values） 

  學校將課程教授給學生，再藉由測量來評估學生的學習狀況，即將學

習者的學習狀況轉換成可量化的價值，然而，當人接受並認可這樣對於學

習的測量方式，自然也會應用於其他地方，所有的價值皆被以量化的等級

劃分，久而久之就忽略了那些存在於量化價值中的差異性。 

  在學校教育中，為了能夠方便評估學生的學習狀況，以考試成績作為

衡量學生的唯一指標，在這些「數字」的競爭壓力之下，教師也會因為有

著必須提升學生成績的壓力，而將教學重點放在考題上，學生的學習目的

只是為了追求優異成績並考上好的學校，漸漸喪失追求知識的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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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套裝價值（packaging values） 

  Illich提到，學校有一個共同的觀念：「一個人能決定另一個人什麼時

候要學些什麼」。學校的課程是一套被事先統整、安排、規劃好的知識，

學生在這「一套的知識」中接收到「一套的價值」。學習者對於套裝知識

進行消費，消費得越多，代表學習者的能力越強，相信獲得這樣的套裝價

值，在未來可以因應市場的需要，逐漸不去思考這些套裝知識與價值是否

與自身的生活經驗有所連結，或是如何連結，對於自己在實際生活的世界

所獲得的經驗，也不認為是有價值的。 

（四）永恆進步（eternal progress） 

  學生在學校接受各種套裝知識與價值，踏入學習的競爭行列，為了在

競爭中獲得好的結果，進而花費更多的教育費用，以朝向更高的學習階段

邁進，政府也因此不斷增加國民的教育年限，即 Illich所言，這是一種無

止境的消費（open-ended consumption），只有不斷增加的教育支出，卻沒

有讓學習者有自身發展的可能。 

（五）小結 

  Illich 強烈批判學校制度如何損害學生的創造性與發展，學生在學校

裡學習預先安排好的「一套的知識」，進而接收「一套的價值」的灌輸，

學習並非滿足學習欲望，而是汲汲營營的追求成績，量化的成績看不出每

個學生的實際學習情況。黃武雄（2003）在其著作《學校在窗外》也曾提

到「套裝知識」的概念，這些知識對學生而言僅止於一堆文字符號和公式，

無法與生活經驗連結，而喪失實質意義，學校的任務應該是要讓學生能在

學習的過程中，一併瞭解這些知識從何而來、如何與經驗相互印證並應用

於自己實際的生活世界中，他指出學校制度的最大失敗即是讓知識與真實

兩者斷裂，除了考試，學生不知為何而學，思考能力也相當薄弱。Il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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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黃武雄二位皆點出學校制度的缺失，這也是現代社會在有關教育的討論

上，時常被提出來的議題之一。 

二、非學校化社會的四種學習網絡 

  Illich 的理念是希望創造非學校化社會，並，建立一個學習資源共享的

教育網絡（educational webs），他提出只要四種不同的學習網絡，就可以涵

蓋所有學習需要的資源，再者，為使資源能夠獲得最好的使用，必須對這四

種學習網絡作出明確的界定與安排。 Illich 認為，一個好的教育系統

（educational system）應該具備三個要點：（一）向所有想要學習的人，提

供隨時可使用的資源；（二）讓所有希望與他人分享知識的人，都能夠找到

想從他們身上獲得那些知識的人；（三）向所有希望對大眾提問的人，提供

相應的機會。以下對四種學習網絡進行說明。 

（一）教學用品服務網絡（reference services to educational objects） 

  「物品是學習的基本資源」。學校對於教育用品（educational objects）

和教育材料（educational materials）的壟斷與控制，讓原本單純的教育用

品與材料，成了學校老師的專用的教學工具，學校必須花費額外的費用進

行管理與維護，使得教育用品和材料的費用變得昂貴許多，若是要創造一

個非學校化的社會，就必須改變這樣的情況。若能建立一個教育用品的網

絡，讓教育用品不再只把持在學校手中，學習者便能隨時且不受限制的使

用這些資源。 

  從 Illich 的論點來看，要建立一個為學習者服務的教育用品網絡，社

區可以衡量建置網絡所需的預算，來決定要以何種方式向人民開放使用這

些資源。當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教育用品網絡可以被社會廣為接納的同時，

也預期會有越來越多的圖書館、實驗室、遊戲室、教學用品店等類型的組

織出現，當許多可學習的資源都收藏於這些地方時，學習者也可以依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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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需求，選擇要進行學習活動的場所，這些學習資料對於學習者而言，

是最基本的學習來源，學習者應該要可以隨時且不受限制的獲取之。 

（二）技能交換網絡（skill exchange） 

  技能的分享與傳授，不能僅止於握有證照的學校老師手中。社會上有

許多具備技能者，應該讓這些具備技能且有意願進行技能分享或交換的人，

成為 Illich 所謂的「技能示範者（skill model）」或「技能教師（teachers of 

skill）」。技能示範者之於學習者而言，由於能夠實際示範其技能給學習者

看，以提升學習效果，而常常成為學習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種資源。若能

將這些具有技能的人才一併登記，建置一個技能者的網絡，一方面可讓學

習者在有需求時，找到這些技能教師以尋求協助，亦可以讓技能示範者或

技能教師擁有分享個人技能的空間。 

（三）學習夥伴選配（peer matching） 

  為使學習者能夠找到學習的夥伴，應該建立一個可供聯繫學習者的網

絡，讓有共同興趣的學習者能藉由這個網絡而齊聚一堂，相互討論各種議

題，並分享學習經驗與成果。此不同於一般學校，一般的學校是將一群相

同年紀的學生，放在同一間教室裡，接受相同的課程與教學，同班同學的

興趣未必相同，對於知識的理解程度也有所差異，最糟的情況是，在同個

班級卻無法找到與自己興趣相近且能共同學習的對象。Illich 認為，最理

想的學習，應該是讓學習者界定自己的學習，找到與自己興趣相投的夥伴，

一起討論議題並分享學習經驗與心得。 

  透過同儕選配的網絡，學習者可以持續尋覓新的學習夥伴，在不同的

興趣領域上，找到不一樣的同儕共同學習。 

（四）教育專業者服務網絡（reference services to educators at large） 

  當學習者使用著上述三種學習網絡時，可能會遇到需要有人可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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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諮詢等服務的情況，與學校教師的不同之處在於，在運用教育網絡

學習的過程中，尋求指導者的協助，學習者還要能夠持續保有個人的創造

性與自主性。 

  Illich 在此處將教育人士區分為三種類型，第一，建立及管理網絡，

協助學習者獲取所需的資源；第二，指導學習者與家長如何善用網絡；第

三，帶領學習者克服學習過程中碰到的困難。學習者在遇到困難時，有時

會需要在某個知識領域有探究經驗的教育人士的提點或引導，而家長在陪

伴孩子進行自主學習時，可能也會需要有經驗者提供教育方法做為參考。 

（五）小結 

  人都擁有使用存在於社會的資源的權利，人應該要可以隨意使用這些

資源，學習機會不應僅限於某些身分的人，非學校化的概念即是要打破這

樣的限制。Illich 提出上述四種學習網絡類型，顯然目的是要讓學習者能

夠自由的運用學習資源，知道如何取得資源並且找到適合自己使用的資源，

在學習的路上能有與自己興趣相投的學習夥伴，若碰上問題時還可以有專

業人士提供諮詢或予以指導，這樣不僅習得知識，亦能持續擁有學習熱忱，

創造真正的教育價值。 

第四節 國內相關研究 

壹、另類教育之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在另類教育領域的研究，主要有「（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另

類教育」或「另類學校」、「在家教育」幾種類型，這些皆屬另類教育的範疇。

其中又以在家教育為最多數，而實驗教育和另類教育的研究數量則相對較少。 

一、實驗教育相關研究 

  以實驗教育為主題的研究多是探討「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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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佳宜（2011）研究中部四所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機構的辦學現況，以

及辦學所面臨的困境。其研究結果分別針對辦學現況與辦學困境進行歸納。

辦學現況主要討論發展沿革、教育理念、課程規畫、師資任用、學生評量等

面向，而辦學困境則提到實驗教育申請計畫書過於形式；資金來源僅有小額

捐款與學費，未獲得政府補助；教師的薪資與去留問題；面對升學壓力，家

長選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意願低。 

  蔡宣蘋（2007）探討臺東縣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中的在家教育實施情形。

其研究結果歸納出三個面向，第一，家長的選擇因素包含對學校的質疑、希

望培養孩子人格發展以及讓孩子有更多自主學習空間；第二，討論臺東縣的

實施現況；第三，發現家長與教育主管機關及學校之間的互動並不多。 

  蔡旻欣（2012）探討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政策內涵、政策執行組織與

執行人員，以及執行環境。劉鳳雲（2009）探究臺北市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的目標、目標適當性及達成情形。這主要是針對政策的內涵進行探究。另外

尚有探討另類教育中的品格教育課程（舒季嫻，2012），以及家長為身心障

礙的孩子選擇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因素探究（林翠香，2008）。 

  另外，國內尚有針對被社會邊緣化的孩子而創辦的非學校型態教育組織。

1999 年，陳俊朗先生在台東各社區開始創辦「書屋」，他關心被家庭、學校，

甚至是整個社會所忽略的孩子，希望讓書屋成為這些孩子的避風港、另一個

家。而書屋內主要都是來自功能不健全的家庭、學習成就低落、被認為是壞

學生、對學習缺乏興趣等被主流教育貼上標籤的孩子，面對這些孩子，書屋

不僅肩負起教育的責任，更帶領孩子進行運動、音樂、社會服務等多元活動，

希望藉此重拾孩子的生活重心並建立自信心。書屋不使用體制內的教材，師

資來源多為社區人士，透過長時間不斷地累積教學實力與教材，以自由且實

際的教學方法引導孩子，讓孩子再發展出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而這也是書

屋的兩個重點（書屋的歷史，2014；陳俊朗、古碧玲，2013）。透過書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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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可瞭解到，非學校型態的教育組織所關心的層面是相當廣泛。對於這一

群被忽略的社會邊緣孩子，書屋都能夠顧及到，且帶給他們的是更多自我探

索與啟發的機會，這些其實是現階段的體制內教育所無法做到的部分。 

二、另類教育或另類學校相關研究 

  對於另類教育或另類學校的相關研究多是探討與家長的教育選擇權相

關的議題。周義雄（2011）探討國小教育人員及家長對於家長學校選擇權的

想法，以及體制內另類教育在臺南市實施的可行性。他針對籌辦體制內另類

教育學校歸納出幾項建議，例如應結合地方社區與學校家長會的資源與經費、

建立完整績效評鑑制度、發展學生評量系統、學校可自行甄選專業教師等。

王炎川（2008）是以華德福小學為研究對象，研究台灣另類學校家長教育選

擇權意識之發展，最後歸納出四個發展歷程時期：意識覺醒期（意識到教育

選擇權是權利）、意識形成期（形塑教育理念）、賦權增能期（透過參與以及

社群成立，強化信念）、意識分化期（堅定理念）。 

  另外，劉若凡（2013）引用組織制度論的理論架構，解釋「另類學校如

何達成目的」，認為達成目的的方式有二，即賦權的師生關係與以學生為起

點的教育傳遞模式，透過師生間不斷的討論、修正、挑戰，最後達到自主、

自治的目的。李冠儀（2013）探究種籽實小「空堂時間」自主學習的規劃與

理念與自主學習情況，研究結果顯示，「空堂時間」強調自主學習與獨立探

索，並以多元型態呈現，例如時間規畫、自我探索、人際關係等。 

三、在家教育相關研究 

  經研究者歸納，針對在家教育所進行的研究，其主題有：身心障礙學生

或重症孩童在家教育的需求和現況研究、家長親職壓力、在家教育巡迴輔導

實施計畫，以及對於在家教育適應的個案研究等。但在家教育並不在本研究

的範圍內，故在此不進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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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由以上相關研究發現，多數另類教育研究皆以理念學校為研究單位，揭

示在教育理念引領下，在課程、教學、學生學習或學校運作的情形，也有以

學校史出發，至於教改脈絡下探討另類學校的興起和發展中的困難遭逢。此

外，台東書屋的非營利組織對於弱勢學習學生的補充教育，有別於主流學校

的作為，提供難以在一般學校生存的學生，在支持下有機會重新學習。非學

校型態的在家自行教育或以團體方式的研究相對之下較為稀少，關注的焦點

通常是政策內涵、和執行情形，或討論執行上的困境等等。以上研究皆少從

資源或網絡角度出發，看到組織跨界合作所可能提供的辦學機會和資源。由

於國內目前仍是以體制教育為主，整體社會對於另類教育的支援不足，另類

與理念學校辦理時，往往面臨資源匱乏的困境，本研究帶入社會資本概念，

探討蘊含在自學團內外部的社會資本，了解自學團從創辦至今的發展情況，

以及目前如何持續探尋及拓展更多學習資源，擴大學生的學習視野。 

貳、社會資本之教育相關研究 

  目前國內對於社會資本的期刊或博碩論文研究為數不少，舉凡組織、資訊、

性別、教育、公共行政、產業發展、人力資源等各個領域，幾乎都有以社會資

本為主題的研究。由於本研究主體為社區自學團體的學習資源網絡，其中亦探

討蘊含在自學團中的社會資本，仍屬教育層面之研究，因此僅討論與教育議題

相關的社會資本研究。 

  近幾年與教育領域相關的社會資本博碩論文研究，何文純（2006）探究國

民小學的社會資本與學習社群發展之關係；周國民（2007）以台南縣的國小為

研究對象，探討家長的社會資本對學生學業成就及學校適應的影響；羅志豪

（2007）探討家庭社會資本與數位落差的關係；邱春堂（2010）研究國小校長

在社會資本、教導型領導與教師組織承諾的指標；黃莉棋（2012）探究國中學

生家庭的社會資本與公民參與之間的關聯性；許美鈞（2014）以社會資本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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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一所高中的教師專業學習社群；周毓貞（2014）研究國小學童的家庭社會

資本對其英語學習之影響；李玉惠（2015）探討臉書中教師專業社群的社會資

本與教師專業能力的關係；蔡玉鳳（2015）以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角度分析學

生的中輟意象。 

  在期刊論文方面，陳怡靖、黃毅志（2011）探討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高

中多元入學的關係；謝志龍（2014）從社會資本觀點探究家長參與對學生教育

成就的影響；王儀珍、蕭揚基（2014）以高中學生為研究對象，研究高中學生

的公民身分與社會資本的關聯性；張芳華（2015）探究家庭的社經地位及社會

資本對高中學生教育抱負的影響。 

  研究者經過檢索後，雖然僅列出幾篇研究，但發現社會資本理論在教育領

域的研究，大多探討家庭或家長的社會資本，對於學生的學習情況、參與公共

事務、人際關係等的影響，亦或者是社會資本與學校、校長或教師社群的關係。

仍多以家庭或體制內學校為研究對象。 

參、小結 

  由上述另類教育與社會資本的研究可見，國內在教育領域的研究，雖有不少

以社會資本作為核心的研究，但仍然以體制內的學校為研究主體，並未有與另類

教育或實驗教育等相關的論文。然而，近年另類教育興起，民間存在著規模大小

不一的另類教育團體或機構，政府對於這類「學校」的支持有限，且社會大眾仍

對另類教育、實驗教育、自學等概念不瞭解，但事實上，這些體制外的學校與公

部門、社區、民間人士都多少有些接觸甚至合作，希望納入更多的資源，拓展學

生的學習，還能減少家長的負擔，但目前卻少有與此相關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將

深入探究並於後面章節探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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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旨在說明本研究之設計與實施，分為研究方法、研究流程、研究信實度、

研究倫理與研究限制等五個部分。第一節的研究方法首先明述本研究選擇質性研

究的理由，以及選擇此個案場域之理由。第二節的研究流程，主要為「確定研究

主題與研究對象」、「進入研究場域與資料蒐集」、「資料處理與分析」、「撰寫研究

論文」四部份。第三節探討研究信實度。第四節為研究中必須重視的研究倫理。

第五節為本研究之研究限制。以下詳述之。 

第一節 研究方法 

壹、選擇質性研究之理由 

  質性研究的特性主要包含：一、有自然的研究場域，可作為第一手資料的

來源，而研究者的洞察是分析時的關鍵工具；二、以描述性的資料呈現，例如

文字或圖示；三、重視研究歷程；四、以歸納方式進行資料分析；五、研究者

透過參與，瞭解不同的研究對象如何建構自己生活的意義。而質性研究典型的

方法為「參與觀察」與「訪談」，透過此二方法，研究者能夠更加貼近研究場

域，關心整體的背景脈絡以及研究對象的經驗世界（李奉儒等人譯，2001）。 

  而質性研究的目的可歸納為下列三項。一、了解意義與特定情境脈絡：質

性研究關心的除了具體事件的本身，同時也對於社會的各種現象或行為感到好

奇，而研究者的工作則是透過收集到的實證資料，對於研究場域或對象進行理

解與詮釋，同時質性研究者亦強調，任何社會現象或行動的互動關係，都必須

和研究對象的生活脈絡有所連結，才不致使研究受到扭曲或誤解；二、建構理

論：對於質性研究者而言，在資料收集的過程中會逐漸形成理論，透過歸納的

方式，從收集到的各種資料中汲取出有意義的核心概念；三、了解歷程：質性

研究重視研究場域、對象或各種現象的連續過程，逐步發展出研究的完整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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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者必須理解到任何研究的情境脈絡或社會現象皆有其複雜性（高熏

芳、林盈助、王向葵，2001；潘淑滿，2003）。 

  根據上述對於質性研究的特性及目的的探討，本研究目的是要從資源角度

切入，探究社區自學團體的發展歷程，以及在發展過程中，如何積極拓展其學

習資源網絡，期待能在自學團負責人、教師、家長與學生的表述中，透過傾聽、

觀察，從中瞭解自學團的核心理念、發展脈絡、辦理現況、如何與外部單位進

行連結並進一步合作等。透過質性研究方法，收集並分析實證資料，瞭解研究

對象的整體情境脈絡，萃取出有意義的主軸概念，希望更加貼近研究場域，呈

現出自學團最真實的經驗世界。 

貳、研究個案場域之選定 

一、個案場域介紹 

  本研究之個案為位於新北市的一個扎根於社區的自學教育團體（本研究

內文簡稱為自學團），由非營利法人所設立，運用教育 2.0 的概念，加上對

於在地議題的關心，透過「半日學習、半日做事」進行中學階段的教育活動，

並且以「個人學習」、「團體合作」、「生活能力」與「與世界相聯結的能力」

展開其四角藍圖，交織出一個能面對世界變化的學習網絡（自學團，2012c）。 

  自學團採用以「協同學習」（collaborative learning）為基礎的「學習共

同體」，並且實行混齡編制的學習與教學活動，讓學生的個人學習計畫與團

體合作並行。在個人學習計畫中，學生依照自己的步調進行學習，透過不斷

檢視與修正，從中發掘和接納自我，並為自己的學習負責。在交流學習的互

動關係中，讓學生能夠實踐與自我對話、與他人對話，以及與世界對話的學

習（自學團，2012a）。 

二、選擇此個案場域之理由 

  目前自學團營運時間滿三年，今年為第四年，已達到相對於體制內一個

 



 

44 

 

完整的三年國中義務教育階段，在基礎學科的學習上，正好能藉此檢視學生

的學習情況與辦學成效，但並非只看學生參與國中會考的成績，而是結合自

學團的辦理精神及運作型態一起深入探究。 

  自學團的辦理根植於社區，這個社區本身蘊含豐富的人文及自然資源，

因有許多與教改相關的行動發跡於此，而成為一個教育型社區，有許多資源

可以供自學團運用，因此自學團在學科教學或其他課程與活動的規劃上，都

與社區息息相關，讓學生能多與當地社區有所互動和連結，能更貼近生活的

社區，讓學習與生活經驗能相結合，不侷限於學科課本上的知識學習，還要

培養學生的抽象能力，發展抽象語言。 

  自學團為自力辦學，除了社區本身擁有的資源，若要有更多學習資源的

投入，則需要致力於與外部連結，例如使用公部門的場地、與其他自學團體

合作等。藉由外部資源的挹注，強化自學團課程和活動的深度與廣度，學生

的視野也能拓展，讓自學團得以長久發展。 

  雖然目前國內的實驗教育學校的數量和學生數有大幅增加的趨勢，但整

體而言仍然屬於小眾的選擇。有理念但學習資源匱乏是實驗教育辦學面對的

困境之一，本研究即是從資源端進行探究，選擇此個案場域為研究對象，瞭

解自學團成員如何共同致力於拓展學習資源網絡以及將此推展的可能性。 

第二節 研究流程 

壹、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對象 

  另類教育議題近年來逐漸受到廣泛討論與重視，2014 年立法院三讀通過

實驗教育三法，為另類教育一個新的里程碑。而另類教育在辦理的過程中，容

易面對到學習資源不足的問題，為擴大學習資源，因此需要與外部的組織或單

位合作，希望透過與政府、社區或社會組織獲得更多的教育資源，深化學生學

習，讓在缺乏政府補助的體制外學生，能因為有更多學習資源的挹注，進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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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其教育成本，因此，研究者以學習資源網絡為核心，瞭解擴展學習資源網絡

的歷程與困境，希望從中找出另類教育辦學的資源搭夥之實踐路徑。 

  本研究選擇一個位於台灣北部的社區自學團體，此自學團體是由非營利法

人所設立，其宗旨為致力於提供一個能夠鼓勵學生發展、進行自我探索與培養

能力的學習環境。以「半日學習、半日做事」的型態進行教育活動，不僅納入

基礎科目的學習，亦規劃許多彈性、多元的課程和活動，希望讓真實的生活體

驗能帶給學生對於世界有更多元的理解（自學團，2012c）。 

貳、進入研究場域與資料蒐集 

  對質性研究而言，研究場域並非僅是有形的空間場所，亦包含整體研究歷

程的心理狀態（引自潘淑滿，2003）。在確定研究主題與對象後，研究者即開

始準備進入研究場域蒐集資料。本研究在研究場域中欲取得的資料主要為訪談

資料與觀察資料，另外亦有一些文件資料，例如自學團所提供的辦學文件等。 

  在資料蒐集方面，主要有文件資料、訪談資料以及觀察資料等三類型，透

過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可使本研究有更多厚實的證據來源。 

一、文件資料 

  本研究首先針對研究相關的文獻進行閱讀與分析，以便對所要研究的領

域有深入的瞭解，此已在第二章完成討論。除了相關文獻之外，亦有其他可

運用之文件資料。 

  在法規條文方面，研究者引用了教育部於2011年公布的實驗教育準則、

整理各縣市政府目前在實驗教育的相關法規辦法，以及近期剛通過實驗教育

三法，這些皆為另類教育辦理的重要依據。 

在網路資訊方面，主要有另類教育的相關文字或影音報導、另類教育機構聯

盟和學會的網站資訊，研究者引用了臺灣實驗教育聯盟、保障教育選擇權聯

盟的文章，這些聯盟的網站會不斷地更新資料，可藉此瞭解另類教育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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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資訊。 

  另外，本研究個案的 Facebook 專頁資訊、官方網站與辦學文件亦為重

要資料，一方面可瞭解自學團的辦理沿革、教育理念等背景脈絡，亦可即時

獲取目前自學團的發展與近期活動的資訊。自學團本身有其Facebook專頁，

公開的專頁可以看到自學團的活動 po 文與各種學習資訊，自學團尚有一個

不公開的社團，該專頁主要為自學團內部使用，聯絡與公告各項事宜和活動，

成員平時亦可透過專頁聯繫彼此，除此之外，自學團負責人的個人 Facebook

也常會討論或提供與自學相關的資訊和連結。研究者甫接觸到自學團時，即

加入自學團的不公開 Facebook 社團，藉由社團可以聯繫到自學團的成員、

接受自學團各個課程與活動訊息、看到成員間的留言訊息與互動情況等。 

  而在 Fackbook 資料事先徵得自學團負責人 T01 老師的同意，經同意後

以匿名方式引用於內文中，瀏覽過 T01 老師的個人臉書後，共計引用四篇

文章，主要是講自學團的組織運作、課程設置及老師實際在拓展學習資源的

經驗分享，最後的參考文獻也同樣用 T01為匿名以取代老師的姓名。 

二、訪談資料 

  訪談為質性研究典型的研究方式之一，亦為本研究最重要的資料來源。

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為避免受訪者因各種因素，有回答不夠清楚、不

確定或個人偏見等情況，而影響研究的正確性，因此必須搭配文件分析與觀

察札記進行後續研究分析。在進行訪談前，研究者會先準備好訪談同意書與

家長同意書，同意書內容明確告知受訪者本研究的目的、內容以及後續資料

的保密與處理等，彼此先建立誠信基礎，並且依照不同的訪談對象擬定訪談

大綱，首先向受訪者訪問一系列結構性問題，為有更深入的探究，接著使用

開放式問題，希望獲得更完整的資料（王文科、王智弘，2006）。 

  研究者會遵循訪談基本原則，明確敘述問題，使受訪者瞭解問題的真正

意涵；讓受訪者能夠充分表達想法和意見，不隨意打斷亦不隨意對受訪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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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驗和情感做出判斷；使用適當的表情和姿勢、或是簡單的回應，以及

保持必要的沉默，表現出傾聽的耐心與誠意。 

  本研究透過訪談，希望瞭解自學團的實際辦理情形、如何與外部組織進

行合作，如何取得、整合及運用相關資源。訪談對象為自學團負責人 1位、

自學團教師 3 位、自學團家長 2位與學生 3位，共計 9人。訪談過程以錄音

筆完整記錄，研究者亦隨筆記下重點，利於後續分析時可參照。本研究採用

半結構式訪談，因此事先列出訪談大綱作為訪談的基本架構。訪談大綱依受

訪者身分編制成負責人版、教師版、家長版與學生版，另外還有訪談同意書

與家長同意書（供受訪的未成年學生的家長簽署）。 

  在挑選本研究受訪者的部分，訪談大綱中有一部分的題目是受訪者寫出

與自己最常接觸的老師、家長、學生、外部人員或單位等，主要是想了解自

學團內外部成員與單位的互動關係，研究者也以此作為挑選受訪者的方式，

即依照受訪者填寫的最常接觸的對象去連結到下一位受訪者，本研究第一位

受訪者為自學團負責人，訪談後再連結到其他自學團的成員進行訪談。 

  為區別受訪者的身分，利於後續研究資料處理及內文撰寫，依據受訪者

的身分給予代碼，T 代表老師、P 代表家長、S 代表學生，後續內文敘寫都

以代碼稱之，若訪談內容提及受訪者的姓名，為隱匿處理而將逐字稿中的姓

名改為以代碼表示。表 3-1為訪談資料表，列出受訪者的身分，以及訪談相

關資訊。 

 

表 3-1 

訪談資料表 

代碼 身分 日期 時間 地點 

T01 教師／臺北團主持人／負責人 2016.03.18 104分 師大 

T02 教師／新北團主持人 2016.03.31 40分 自學團 

T03 教師 2016.03.31 48分 自學團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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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4 教師 2016.05.12 35分 自學團 

P01 家長 2016.04.28 76分 咖啡廳 

P02 家長／家長會長 2016.05.13 73分 咖啡廳 

S01 學生 2016.03.30 59分 咖啡廳 

S02 學生 2016.05.12 27分 自學團 

S03 學生 2016.06.14 51分 咖啡廳 

 

  在訪談資料中可看到 T01 老師在自學團中有多重身分，除了是自學團

的教師，同時也是自學團創辦的成員之一，以及臺北團的主持人（自學團於

行政上分成臺北團與新北團，第四章第一節有較為詳細的說明），由於自學

團目前有許多事務仍由 T01 老師負責，因此本研究將 T01 老師定位為自學

團的負責人。 

三、觀察資料 

  透過進入研究場域觀察，可實際瞭解研究場域的運作模式，藉由觀察研

究場域中的各種動態歷程，再加上訪談所獲得的資訊，兩者相輔相成，希望

能獲取最完整的資訊。進入研究現場觀察之前，研究者會先告知研究對象觀

察的目的，且在觀察過程中會進行記錄並記錄成觀察札記，作為後續的資料

處理及詮釋之用。 

  研究者進入現場參與觀察，先從非焦點式的觀察，描述研究場域的空間、

行動者、活動等，逐漸轉為焦點式的觀察。在現場選擇觀察焦點的依據主要

是與本研究目的、理論基礎相關的活動樣態，以及研究對象建議的觀察重點。

具體觀察面向包含：自學團的負責人與教師、學生之間的言談，課程或活動

的進行與人員互動，以及相關人士的參與態度等動態歷程。 

  研究者會謹守參與觀察的原則，避免干擾或打亂研究場域的時間表，以

謙恭有禮的態度面對研究對象，當研究對象對於研究者有好奇時，誠懇地分

享個人經驗，打破彼此的隔閡，並且對於現場的事物表現出感興趣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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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研究對象樂於分享更多資訊（黃瑞琴，1991）。 

  研究者從 104 年 1 月 10 日進入自學團進行第一次觀察，最後一次觀察

為 104 年 12 月 1 日。每次觀察都會事前先與自學團老師聯繫，告知何時會

到自學團進行課程觀察，以便與研究者聯繫的老師能和授課老師事先預告有

研究生要進入課堂中。因本研究主要看自學團的學習資源拓展，故選擇要觀

察的課程為選修課程多於學科必修課，除了在課堂中看師生互動、教學模式、

學生學習情況等，亦藉由參與選修課程到不同的上課空間或場地，實地探訪

自學團的學習空間和場地並瞭解自學團如何使用之。 

 

表 3-2 

觀察資料表 

代碼 日期 觀察課程 地點 

1 104.01.10 自學團入學說明會 自學團現址 

2 104.05.27 
（必修）九年級英文、八年級數學 自學團現址 

（選修）發源地 自學團現址 

3 104.05.29 （選修）Maker 公館寶藏巖 

4 104.10.07 
（必修）八年級自然 社區館 

（選修）自學專題課 自學團現址 

5 104.10.14 
（必修）七年級數學、七年級社會 自學團現址 

（選修）電影戲劇與心理 社區館 

6 104.10.15 
（必修）九年級社會 自學團現址 

（選修）社區專題 社區小公園 

7 104.11.12 （選修）藝術Maker Fablab Taipei 

8 104.11.20 （必修）七年級生物、七年級社會 漢帝小學堂 

9 104.11.24 （選修）桌遊 授課老師自宅 

10 104.11.26 （選修）光合魚場 社區鄰近農園 

11 104.12.01 （選修）Band 自學團現址 

 

參、資料處理與分析 

  研究者會對於研究資料進行分類。訪談錄音檔繕打成逐字稿並進行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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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現場的觀察時亦會進行文字記錄，製成觀察札記，利於之後的分析與呈現。

訪談資料與觀察資料都會進行編碼，以利於後續的資料引用以及分析比對。 

  本研究的訪談對象為自學團負責人、教師、家長及學生。為遵守研究倫理

的保密原則，將以代號取代受訪者的真實姓名與身分。由於自學團負責人亦身

兼教師身分，因此編碼時歸類於教師類別，教師代號為 T、家長代號為 P、學

生代號為 S，英文代號後的數字 01、02…代表訪談的順序。訪談逐字稿的編號

代號，例如：「訪談 T02-20160101」代表此筆訪談資料為第二位受訪的教師，

其受訪時間為 2016 年 1 月 1 日，內文引用逐字稿內容則在最後註明「訪談

T02-20160101」，意指引用 2016年 1月 1日第二位受訪教師的逐字稿內容。 

  逐字稿編碼將以三欄表格呈現，左邊欄位為行碼，中間欄位為訪談內容，

右邊欄位則為擷取出訪談的重要語句。「訪」為訪談者（即研究者），「受」為

受訪者。下表 3-3為節錄某位受訪者的一段訪談內容。 

 

表 3-3 

訪談逐字稿編碼節錄表 

行碼 訪談內容 編碼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訪：那其他科也有在朝著這個方向？ 

受：對，本來數學就有一些，但是數學不是我帶，我

比較沒辦法講那麼清楚，本來數學是大家進度可

能會不太一樣，但是我覺得這種所謂進度不太一

樣的這種教學法，剛剛我才發一個短文，這種教

學法要怎麼去設計，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值得...可

能也許你們在這個專業當中，就有討論，但我可

能還要再去找一些，我覺得就是一種教練式的陪

伴，比較像一些經理人在上課、比較教練式的陪

伴，你自己真的想要做的東西在哪裡？我們怎麼

樣去協助你分析、變成你的計劃，讓你習慣… 

 

 

 

 

 

 

教練式的陪

伴，學生想

做的是什

麼？老師如

何協助？ 

 

  進入研究場域所做的觀察會記錄仍觀察札記，每份札記編碼都有一個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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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碼為「CR」。觀察札記的引用，會依據每次觀察的時間和類型進行編號，例

如：「觀察 CR1_20160101」，代表此筆觀察資料出於 2016年 1月 1日對於課程

的第一筆觀察記錄。自學團所提供的相關辦學文件則以「DC」為其代號，「文

件_DC1」則代表文件資料中的第一號資料。為使本研究的資料整理方式更為

清晰，研究者就文件資料、訪談資料與觀察資料的編號方式整理於表 3-3。 

 

表 3-4 

資料編號表 

資料類型 編號代碼 編號意義 

文件資料 文件_DC1 文件資料中的第一號資料 

觀察資料 觀察 CR1-20160101 2016 年 1月 1日課程的第一筆觀察記錄 

訪談資料 

訪談 T01-20160101 2016 年 1月 1日訪談的第一位教師 

訪談 P01-20160101 2016 年 1月 1日訪談的第一位家長 

訪談 S01-20160101 2016 年 1月 1日訪談的第一位學生 

 

肆、撰寫研究論文 

  根據本研究所蒐集的文件資料、訪談資料與觀察資料，研究者進行資料的

處理與分析後，即進一步撰寫研究論文，最終呈現出本研究的結果。 

第三節 研究倫理 

  在研究過程中謹守研究倫理為研究者必要的堅持。為保護本研究中的所有研

究對象，其個人資料受到保護，不會因為本研究而受到傷害，並珍惜研究對象所

提供之想法與意見，以下將根據高淑清（2010）提出對於質性研究的必要倫理守

則以及本研究如何落實研究倫理進行說明。 

壹、除非研究對象同意，否則身份一律保密 

  在謹守研究對象身份必須保密的原則下，蒐集到的資料才不致使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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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困窘，因此，本研究對於受訪者的基本資料會以代號表示，不將受訪者的

個人特定資訊透露給他人，分享研究資訊時亦會謹慎小心。 

  研究者在觀察紀錄中為不透漏被觀察者的姓名，因此以「男學生」、「女學

生」、「授課老師」等名稱來稱呼被觀察者，訪談前亦讓受訪者先簽署訪談同意

書，訪談同意書內容提及：「基於研究倫理，受訪者之姓名及個人資料皆不對

外公開，並以匿名方式加以處理，以維護受訪者的隱私與權益，最後的訪談結

果亦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每位受訪者皆給予一個代碼，例如第一位受訪的

教師的代碼為「T01」，第二位受訪的家長的代碼為「S02」，以此保密受訪者

的個人資訊。 

  另外，由於本研究的受訪學生皆為未成年者，因此訪談學生前會先徵得家

長同意，並讓學生的家長簽署一份家長同意書，家長同意書的內容包含本研究

主題、研究目的、訪談目的等，並讓家長知悉其子女的姓名會受到匿名處理，

不必擔心子女的個人資訊被洩漏，若想看子女的訪談逐字稿，研究者願意隨時

提供之。在徵得家長同意之後，訪談學生之前亦會讓學生簽署訪談同意書，讓

學生瞭解相關訪談資訊。 

貳、尊重研究對象並確實履行同意書內容 

  研究者首先說明本研究之目的，告知訪談內容與如何進行，以及後續資料

的處理與應用。與研究對象商議時，讓研究對象清楚瞭解訪談同意書上的用語，

並謹守約定。訪談過程中將會進行錄音，若研究對象對於某些資訊不願意公開

時，會暫停錄音，待研究對象同意後方可繼續進行錄音。 

  本研究之訪談同意書列出本研究的主題、目的、研究進行方式，並事先告

知受訪者：「在訪談過程中，為了能完整記錄訪談內容，將會徵求您的同意並

以錄音筆全程錄音，但若在訪談過程中，有不希望被錄音的談話，您可隨時告

知並終止錄音」，藉此讓受訪者瞭解其隱私與權益已受到維護，可以在無顧慮

的情況下放心回答訪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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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分析研究資料與撰寫時必須如實呈現 

  在資料分析與詮釋以及撰寫內文時，由於訪談前已事先簽署訪談同意書，

為秉持與研究對象之間的誠信關係，必須公正地將研究結果如實呈現。 

  本研究之內文撰寫會如實描述各個蒐集到的資料，且論文完成之後，研究

者會將本研究分析、詮釋後的資料，以及得出的結論提供自學團參考，讓自學

團瞭解研究者有將自學團相關之研究資料真實呈現，同時也希望本研究能為研

究對象的未來發展盡棉薄之力。 

第四節 研究限制 

壹、研究者過去經驗與研究個案差異甚大 

  研究者的求學歷程都是在體制內教育完成，並非在另類教育環境中成長

的學生，對於這領域的實際接觸經驗甚少，因此對研究者而言這是一個新的

領域，實地到研究現場觀察、與現場的老師、家長及學生的接觸，都是新的

經驗，對於另類教育領域的了解是從空白到慢慢累積，因此在文獻資料與研

究現場資料的蒐集方面，不確定是否足夠，在觀察與訪談的過程中也可能會

受限於研究者本身對於另類教育領域的了解有限，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資訊，

而在最後呈現研究結果時，使得陳述的情況與事實有程度上的差異。 

貳、研究期程的限制 

  質性研究通常需要用較多的時間進行資料蒐集與分析，以達到完整詳實

的呈現研究結果。研究者於 103年開始進入研究現場觀察，距離自學團成立

已相隔一段時間，因此無法親自看到自學團最初的發展情況以及在這段時間

的改變及調整，僅能就訪談及相關資料來了解當時的背景與情形。 

  另外，由於研究者受限於研究所學年時間的限制，無法有更多的時間與

研究場域的人員對話，難以持續追蹤自學團未來的發展以及學生在學習上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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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變化。而訪談的對象僅鎖定在自學團的成員，受限於時間與經費的關係，

否則若能訪談到各學習資源的管理方或與自學團友在接觸的其他人員，本研

究應可更加豐富。雖有諸多限制，但研究者仍盡力蒐集各種相關資訊，希望

能如實且完整地將研究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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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分析與討論 

第一節 自學團之發展脈絡與概況 

  本節主要介紹自學團所在的社區，先了解自學團是在何種社區中發展出來，

接著談自學團的成立緣由、核心理念、課程設計以及運作現況，即先針對自學團

的發展脈絡及整體概況做說明。 

壹、社區的故事 

  自學團位處於一個依山而築、海拔 186 公尺的社區，占地約 51 公頃，約

有 1300 戶人家，擁有豐饒的自然生態，人文薈萃，許多藝術創作者居住於此。

該社區開發於民國 57 年，當時是設計師參考國外住宅型態而建設，並將社區

打造成一個生活機能完善的住宅環境，但隨著時代變遷，社區歷經不少困境，

由於建設公司財務困難，社區後續難以正常運作和管理，多年來亦發生許多紛

擾，使得社區原本絢爛的情景不再，逐漸轉為平淡樣貌。民國 94 年社區在社

區協會的協助之下，社區終於合法立案成立管理委員會，並與社區內的各個團

體共同推動社區相關的議題與工作（魅力城鄉主題網，2009）。社區協會與社

區居民們共同致力於營造社區，藉著蘊含在內的豐富的資源，不定期會舉辦各

種型態的活動，將社區的人文與自然資源整合，打造出一個人文薈萃的藝術村，

為社區打造新的樣貌並與更多人分享。 

  研究者於 103 年 9 月 27 日首次到自學團所在社區拜訪自學團負責人 T01

老師，搭著終點站為該社區的公車前往社區，從最近的捷運站出發約 10 分鐘

左右的車程，公車停在社區入口處的圓環旁，並沒有駛進社區內。進入這個社

區後發現這裡沒有什麼商業活動，在圓環處僅有一、兩家餐廳、一間便利商店、

社區管理委員會與專屬於這個社區的售屋中心。在社區內可以感受到身處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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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清幽的環境，而居民在這裡悠哉恣意的慢活。由於社區成員間的共同約定，

漸漸形成社區規範和生活型態，例如商業活動和選舉宣傳車進不了社區，公車

也僅停駐在社區入口的圓環旁，這些都讓社區得以保有原本最純淨、宜居的自

然樣貌。 

  近一、二十年來該社區意識已高度凝聚，在社區成員的努力營造之下，社

區在生態、教育、藝文等各方面都發展出特色。以教育方面來說，本研究的個

案即是這幾年在社區發展出來的一個教育團體，但在更早期社區內就已經有人

辦理幼兒園、共學團體等，訪談時 T01 老師將這個社區稱為「臺灣教改的火

車頭」，從 1988 年以來，臺灣的教育改革中許多社會改革行動都起源於這個社

區。解嚴後開始有人在這裡自發性創辦一些組織，例如前述提到的幼兒園、辦

理親子共學讀書會的○○文庫、關心環境議題的○○協會等。於是，這類小型

自發的民間組織營造了可以相互助長的教育型社區，充滿歷史性與故事性，深

深地影響了臺灣的教育。 

  T01老師在自學團成立之前，就已經接手辦理一個幼兒園，該幼兒園即是

在臺灣剛解嚴的時期成立，經過長時間的努力後轉型成立案幼兒園。幼兒園在

社區的脈絡中成長，藉著社區的豐富資源和環境，設計幼兒園的課程和活動，

希望讓孩童實際接觸這塊土地，在自然、友善的環境中健康成長與學習。在幼

兒園成立多年後，另外一個同樣在這個社區裡萌芽的教育團體出現了。 

貳、自學團的成立 

  約莫四、五年前，幾位社區內的家長，基於對於體制內教育的不滿和不信

任，覺得臺灣目前中學階段教育面臨瓶頸，本著對於教育的理想，找了同住為

社區成員的 T01 老師，提議在社區內自創一個學習園地。起初構想是想找一

間廢校做為場地來辦理公辦民營學校，因考量各種因素後，決定先從法令層面

著手，尋找是否有可用的法令。2011 年，臺灣在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的法令

上有重要突破，即教育部的《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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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群自學團的創辦夥伴找到可以適用的法令後，開始討論、找地方，希望在這

個充滿自然資源與人文氣息的社區中，本著地緣關係，結合在地資源，以團體

自學的模式，讓即將踏入中學階段的孩子們能有一個快樂的學習環境，於是，

隔年向政府提出申請，成為新北市第一個自學團體，自學團成立至今年已經是

創辦的第四年。 

  如同開始策畫創辦自學團時要不斷嘗試從不同的面向切入，縱使最後找到

適用的法令，自學團依然持續要面對一些挑戰。T01老師在臉書曾分享當時辦

理自學團的過程：「第一次參與審議時，那時團體自學法令剛通過不到一年，

作為一個新組織的團體…從山上社區出發，在場地條件上特別辛苦…最終我們

果然還是在場地上遇到一些困難，另外委員也特別提了基於安全…」，自學團

在一個位處山上的社區起步，場地條件曾是讓創辦者最憂心會因此無法順利通

過申請的原因，雖然在現在看來當時的成績不盡理想，但終究是順利通過而成

立（T01，2016 年 6月 11日）。 

自學團有別於早期的另類教育或自學的型態，除了是新北市的第一個團體自學，

走的也屬於較新的路線。早期的自學教育模式主要有幾種類別，例如兒童讀經

運動、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為孩子申請在家自學、對學校適應不良或身心有特殊

需求的孩子申請在家自學等（教育脈動，2016），這些是早些年常見的自學型

態，但本研究的自學團開始一種不同於以往的新自學模式。幾位無法信任體制

教育的家長，為了讓即將進入中學階段的孩子有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聚集一起

創辦自學團，安排基本的國中階段學科課程，依據學生的需求開設選修課，希

望培養學生具備生活、與人合作、自主學習的能力，結合各種生活周遭、社會

已存在的學習資源，並善用網路帶來的便利性，讓學生在自學團能有多元、豐

富且完整的學習。 

參、自學團組織型態與運作 

  自學團的組織運作主要可分為幾點來談─行政、財務與人事（含師資）、

 



 

58 

 

內部分工。在行政方面，自學團每年都須向地方政府申請團體自學，由於團體

實驗教育在申請上有人數限制（3-30人），目前自學團人數 41 人，104 學年開

始分成兩團申請團體自學，即「臺北團」與「新北團」，兩團各有一位主持人，

學生分別設籍於臺北市及新北市各一所高中的國中部。分成兩個自學團申請單

純為行政上的需求，但是實際上學生並沒有分團上課，必修的學科課程依然以

七、八、九年級進行分齡上課，選修課則是讓學生自由選擇，混齡上課。 

  在財務與人事方面，自學團最初是由一群家長創辦，也有成立家長會，而

自學團的財務與人事由家長會主責，其中，主要是由家長會長（受訪者 P02）

和另外一位家長一起負責處理財務的部分，受訪的 T02老師曾提到：「這個團

體本來就是一個家長團體……就等於是家長集資請教學團來教（訪談

T02-20160331）」，可看出家長在自學團中參與程度高，有其重要性。至於家長

會長這個職務當初是如何決定由 P02 家長，訪談家長會長時他表示：「剛剛講

的那幾個家長，他們教學方面有些經驗，時間上也比較容許……怎麼學習、怎

麼安排，甚至實際的教學，就是那些家長跟後來加入的老師，會分攤比較多的

工作，那我的部分就會想說，看其它可以幫忙做什麼（訪談 P02-20160513）」

這與當初成立自學團初期的分工有關，每位創辦者依自己所擅長、有經驗的地

方著手，或是看自己能夠為自學團提供什麼樣的協助。 

  在師資方面，在自學團老師的聘用算是採以約聘制，老師員額會依每學期

規劃開設的課程而有些變動，由於自學團重視培養學生的團體合作與生活能力，

因此受聘的老師除了專業學科的教學，也應具備這樣的能力（T01，2016年 6

月 26 日 a）。目前自學團的師資，全職教師有四位，四位全職教師中有兩位自

學團的主持人，尚有其他兼職教師，兼職教師每學期會因為開設課程的不同而

多少有些流動情形，若有新師資要加入，自學團的全職老師會在新學期的前置

準備期間與新老師進行面談及溝通，了解新老師對於自學團的想法、未來的課

程規劃等，也讓新老師對於自學團有更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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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內部分工方面，自學團主要有三個角色參與其中：家長、教師、學生。

104學年度下學期自學團開始嘗試一套新的運作方法，將自學團的事務以分工

合作的方式進行，讓家長和學生有更多的機會參與自學團的各種事務，主要分

成四個工作小組：「課程組」、「行政組」、「活動組」、「場地組」，每個小組都有

自學團三個要角─老師、家長和學生的參與，「行政組」負責與設籍學校聯繫、

器材或設備的維護、文書處理等；「課程組」負責課程及師資的安排、教學相

關事宜等；「場地組」主要處理課程及活動需要的場地；「活動組」則負責規劃

自學團的各類活動，例如策展、移地教學等。四個工作小組分別由一位全職教

師負責，活動組的老師另外還有負責廚房煮飯事務。自學團的成員們各屬於一

個工作小組，需要時各小組會開會討論事情，彼此提供建議或需求，有較大的

事情需要所有成員共同商議時，也會集合所有小組開一個較為大型的會議，成

員共同討論、互相協助與處理自學團的各種事務，大家都能為自學團的事務提

出想法，這樣的運作方式一方面可免於某些成員負擔太多工作任務，亦可提高

成員對於自學團事務的參與感及對自學團的向心力（T01，2016 年 6 月 26 日

a）。 

  由此可見，整體而言這是一個成員對事務參與度極高的團體，自學團內的

事務並非只由教師們負責，而是成員共同分配，大家一起合作、討論、處理問

題或規畫辦理各項活動，自學團之所以能夠以這樣的形式運作，主要也是規模

較小的原因，人數較少比較容易集結所有成員開會，利於快速傳達團內訊息，

當然臉書在傳遞訊息與溝通上是自學團一個相當重要的媒介。自學團讓所有角

色都能參與事務，對於自學團成員間的情感建立以及對自學團的向心力都是很

有助益。 

肆、自學團核心理念─四角藍圖 

  自學團扎根於社區，希望做出一個教育與社區結合的團體自學模式，運用

社區內的各種資源進行學習活動。創辦時，大家共同討論與發展出一個屬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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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團的學習四角藍圖。「四角藍圖」所指為「個人學習」、「對外連結」、「團隊

合作」與「生活能力」的四個核心概念與作法，亦是課程設計的主軸。 

 

 

 

 

 

 

 

 

 

圖 4-1自學團四角藍圖 

資料來源：自學團（2012b）。課程設置【部落格文字資料】。取自

http://teenedu.pixnet.net/blog/post/29771650 

 

  研究者首次觀察是 104年 1月 10日的自學團入學說明會，當天由 T01老

師為家長們說明自學團的四角藍圖核心理念、課程規劃與時間安排、入學申請

等。其中有針對四角藍圖分別說明，讓家長與學生了解自學團如何將四個重要

理念連結到學生在自學團的學習。以下分別說明四角藍圖的各個概念。 

一、個人學習 

  自學團希望將學習帶回學習者的身上，即學生作為學習的主體，讓學生

能培養主動性，真正落實自主學習。自學團的課程設計中，有一部分為必修

的學科領域，包含語文、英語、社會、自然、數學等五科，一方面學習國中

階段的基本知識，另一方面則讓學生在各領域中試探，可以幫助學生發覺自

己的興趣所在。而老師所扮演的角色，除了一般的授課、授予知識、建立整

體概念，還帶領學生討論，解答學生的問題與疑惑，或是共同尋找答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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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這過程中一起學習。老師也可藉由平常的教學、與學生互動、觀察學生，

來了解學生的學習狀況，必要時，根據學生的情況，適時提供協助及建議。 

二、團體合作 

  除了五大學科的必修課之外，自學團另外有開設選修課，讓學生自行選

擇有興趣的課來上。選修課中有開設專題課程，目的是希望讓學生能藉由與

老師、同儕們以團隊合作的方式，為專題課程共同設計及規劃一項活動，在

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困境及需要解決的問題，大家就要藉由一起討論、尋求解

決的辦法，學生也會因為有個共同的目標要達成，而更能促使自己積極主動

的投入。除此之外，自學團在中午時段安排讓學生自己煮飯，學生在煮飯的

過程中，需要一起討論如何將煮飯事務進行分工，還有如何將一道菜完成，

這些都需要經過學生之間的合作和討論（觀察 CR1_20150110）。 

  自學團的老師們後來也發現，有些課程的性質能讓學生達到異質性團隊

合作的目的，例如社區專題、雜誌課、策展課等（T01，2016 年 6 月 26 日

b），這類型屬於做中學的課程，學生必須學習如何在團隊中溝通分歧意見和

解決可能伴隨而來的衝突、團隊成員學會相互尊重，共同承擔責任，未來也

能將在這個過程中獲得的寶貴經驗，運用在離開自學團後的生活中。 

三、生活能力 

  自學團和一般學校不同的是他們致力於培養學生的真實生活能力。對自

學團而言，生活能力所指為能讓生活正常運作的能力。學生必須學習煮飯、

洗碗、整理環境、規劃時間、到社區外上課時知道如何搭乘交通工具、處理

人際關係，甚至是生涯規劃，自己當自己的主人，對自己有主導權，而不是

將某些事情認定為是父母、老師應該做的事情，凡事聽候安排。在入學說明

會時，T01老師也提到現在每一代之間的生活有斷裂，祖父母輩或父母輩很

多事情都能藉由手作來完成，但下一代的小孩很多都逐漸缺少這樣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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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CR1_20150110），因此，自學團希望藉由這些看似普通的事情來培養

學生的生活能力，小至可以做好這些日常事務，照顧自己或他人，大至安排

學習活動、規劃未來的人生。真實的生活經驗能幫助學生在追求知識、好奇、

實證、思辨各種知識的過程中，將習得的知識真正化為自身成長的養分。 

四、對外連結 

  自學團除了教室內的學習，更將學習場域拓展至整個社區。自學團扎根

於社區中，學生藉由參與社區內的各種不定期活動，或是運用在地豐富的人

文與自然資源，與社區間有所連結與產生良好互動，不只是局限於課堂內、

課本上的知識，而是隨地都能是教室、隨時都能學習，拓展學生的視野，在

真實的生活中累積經驗。自學團藉由和社區或鄰近社區合作，例如文山區、

寶藏巖、辦理社區劇場等（觀察 CR1_20150110），讓學生的上課地點不只有

在自學團現址，還能使用到外部的空間、設備、場地等，將學生的學習視野

從社區內拓展到更大的區域。 

五、小結 

  自學團將四角藍圖的概念融合在課程與活動中，設計並安排許多能培養

生活能力與進行團隊合作的課程和活動，學習空間與資源的運用也擴大至社

區以外的世界。自學團重視學生的主體性，希望學生能夠具備主動性與自發

性來探索自我成長，除了在自學團內的課程之外，自己也能往外延伸，對外

找尋可用的學習資源，同時亦重視團隊合作。團隊合作提供多元刺激，在異

質性互動及討論中帶動思辨和情意的發展，此明顯有別於體制內學校的同質

性學習競爭。四角藍圖結合學習、生活與經驗，學生在自學團不只是為了學

習課本知識，同時還要培養與發展各種能夠帶著走的能力，學生成為一個積

極、負責任、有自發性、主導權的個體，懂得生活也真正落實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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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自學團的課程 

  此處要談的是課程類型與選課方式。課程類型主要是從本身的核心理念和

前述的四角藍圖而產生，而選課方式則是除了上午的必修學科課程是以分年級、

分齡的方式教學之外，主要看的是下午的混齡選修課是如何選課。 

一、課程類型 

  自學團依其核心理念與學習四角藍圖，將課程分為四種類型，即七大學

習領域、綜合學習、社區參與專題、研討專題（自學團，2012b）。 

（一）七大學習領域：有別於其他另類教育的模式，自學團的學生必須同一般

中學生學習七大領域課程（語文、數學、自然與生活科技、社會、健康

與體育、藝術與人文、綜合活動），自學團依七大學習領域規劃數學、

理化、生物、文史、英文、體育、藝術、閱讀與寫作、生命教育等課程。 

（二）綜合學習：包含主題活動與社團課程。主題活動期望培養學生關心生活

環境的態度，活動內容如：廚餘酵素、再生家俱、運動會等，此部分可

搭配相關課程進行，或是安排數日密集辦理；社團課程則是由學生自主

籌備，運用社區資源，並由志工爸媽帶領。透過綜合學習的課程活動讓

學生不僅有所學習，更能延展個人視野。 

（三）社區參與專題：透過專題課程帶著學生參與社區營造，一同關心社區議

題，專題活動的範圍及於自學團內和社區，例如文史調查、步道修整、

社區劇場活動等。學生自主發想、自行摸索、規畫執行、發揮團隊合作，

不僅能在實作的活動中培養能力，亦落實關心在地議題的教育理念，與

生活的社區更加貼近。 

（四）研討專題：此為需要連續研習探究的課程，例如探索某個數學議題、對

於新聞事件進行討論及思辨、與專家的演講與對話等。 

  這四種課程類型都緊繫著四角藍圖的概念，透過不同類型的課程和活動安

排，學生不僅能夠學習到基礎學科知識，嘗試進入各領域學科的學習，實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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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同樣有許多實際探究與摸索的機會，從活動中培養學生具備帶著走的能力。 

  自學團的課程在時間安排的架構上為「半日學習、半日做事」，上午時段

為必修的國中專業學科，下午時段為選修課程，選修課程多元且豐富，舉凡實

驗、戲劇、素描、爬山、Band、球類運動、自學、手作、maker／自造、雜誌、

策展等。一週上課五天，必修學科每週只有 15 小時的課程時數，因此部分學

科會加強學科之間與學習內容的連結，例如社會課就可以結合歷史、地理與公

民三科一起探討，讓學生能有更完整的概念，閱讀和寫作也可相互連結（觀察

CR1_20150110）。之前還有安排導師課和作業課，作業課是以翻轉教室的概念

增加討論，希望從中發現學生在學習中遇到的困難，重視從基礎紮根的學習。

自學團每學期開設的選修課都會有些不同，視當學期的師資、排課等情況來決

定開設那些課程，因此課表多少會有些差異。 

 

表 4-1 

103學年度下學期自學團課表 

 一 二 三 四 五 

上午 

 

學科 

課程 

七社會 

八社會 

九英語 

七英語 

八自然 

九數學 

七自然 

八語文 

九英語 

七英語 

八社會 

九數學 

七數學 

八數學 

九自然 

七社會 

八英語 

九語文 

七語文 

八自然 

九社會 

七數學 

八數學 

九語文 

七語文 

八英語 

九社會 

七自然 

八語文 

九自然 

中午 午餐 午餐自備 午餐 午餐自備 午餐 

下午 

 

選修 

課程 

音樂 

籃球 

影片欣賞與

創作 

雜誌 

爬山 

Band 

發源地 

樸門應用 

桌遊創作 

實驗 

全校 

綜合活動 

心理學 

手作 

桃李社區專題 

Maker 

資料來源：文件_DC1-自學團 103學年度下學期課表 

 

 

 



 

65 

 

表 4-2 

104學年度上學期自學團課表 

 一 二 三 四 五 

上午 

 

學科 

課程 

七社會 

八語文 

九英語 

七語文 

八社會 

九數理 

七語文 

八英語 

九數理 

七生物 

八自然 

九社會 

七英語 

八語文 

九數理 

七社會 

八英語 

九語文 

七數學 

八社會 

九語文 

七英語 

八數學 

九數理 

七生物 

八自然 

九社會 

七數學 

八數學 

九英語 

中午 

七清潔 

八煮飯 

九外出 

七清潔 

外食 

家長準備 

八清潔 
九煮飯 

七煮飯 

八外出 

九清潔 

下午 

 

選修 

課程 

寫作 

戲劇發源地 

爬山 

自學 

生活英語 

策展 

籃球 

自學 

Band 

實驗+研究 

素描 

自學 

光合農場 

手作 

日文 

自學 

全校 

綜合活動 

資料來源：文件_DC2-自學團 104學年度上學期課表 

 

  表 4-1為自學團 103學年度下學期的課表，表 4-2為 104學年度上學期的

課表，研究者主要參與觀課的是 103學年度下學期與 104學年度上學期的課程，

因此列出這兩個學期的課表。 

  從 103學年度下學期與 104學年度上學期的兩份課表可看出課程與活動安

排有做些調整。比較大的差別在於中午的午餐在 104學期開始以年級分工進行，

上午有學科課程，學科課程依照七、八、九年級分班上課，中午的午餐與清潔，

由全部的學生分年級進行，其中一天會由家長來協助準備午餐。下午則為選修

課程，每天的下午時段開設三至四種選修課，其中一天的下午則安排綜合活動，

可以利用這個時間討論自學團的大小事務。上課地點依課程需求而有所不同。 

二、選課方式 

  學團下午的選修課讓學生自己選擇想上的課程，其方式以填表單的方式進

 



 

66 

 

行選課，每堂課有人數上限，若某一門課的選課人數太多，老師就會和一些學

生聊聊，藉由談話的過程了解學生的需求並給予改選其他課程的建議，若沒有

任何一門課對應到某位學生的需求，就可能會加開選修課讓學生選擇。 

 

我覺得我們只是共學、共同的部分，所以大概就是依一般的共同的部分先

做設計，然後但是我如果看到一個學生在課程上都沒有被對應和支撐到的

時候，我就會加開選修課，是用這樣的方式（訪談 T01-20160318） 

 

  T01老師受訪時提到當選修課程對於某些學生而言並沒有被對應到時，有

時會特別為這樣的學生設計並加開選修課，在她的臉書文章也曾提到這件事：

當我們發現孩子的需要時，會在下學期酌予機動調整（T01，2016 年 6 月 26

日 b），由此可以看出，自學團是有彈性的在開設選修課，希望開設的課程要

能對應到學生的興趣或需求，希望藉由這樣的方式讓學生的學習動機不減，一

直保有學習熱忱，以及專注在自己有興趣的事物上。 

第二節 自學團之信任社會資本 

  在第二章文獻探討時曾提到，Putnam（1995）將信任定義為社會資本不可缺

少的一項重要要素，成員對於社群的共同或公共事務的積極參與，可提升彼此之

間的信任感，讓社群的關係更加穩定。而資本依照成員的性質、來源、關係緊密

程度等分為內向型與外向型兩種型態，其中內向型資本因成員的同質性高、關係

緊密，會因某種認同感而聚集一起，進而在團體內形成信任關係（Halpern，2005）。

由於自學團是一個從社區開始發展的團體，草創時期的成員皆為同一個社區的居

民，在核心理念及課程的安排上，與社區多有連結，師資與學生也有不少是這個

社區內的人，自學團與社區形成一種緊密而不可分的關係，依循著社區的脈絡發

展至今。本研究將社會資本定位於信任、資源與網絡三個概念，本節首先探究自

學團的信任社會資本，信任主要鎖定於自學團內部，針對自學團的發展背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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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社區脈絡、成員之間的互動關係等部分進行探討。 

壹、自學團辦學建立在社區共享的信任基礎 

 

不一定可以辦成，但是大概有七八成的把握，不是我一個人創辦的，就是

有家長在問，…，本來有想說要去看廢校可以做公辦民營學校，…，原來

大家是問我說法令上可以做的是什麼，還有我們之前有去找過的資源是什

麼，但是後來就有再上網搜尋了一下，有新的這個團體自學的法令，才覺

得這個很適合我們用。（訪談 T01-20160318） 

 

  自學團由社區起步，幾位家長找了 T01 老師，討論由這群家長自己辦學

的可能性。T01 老師提到，對於要自己辦學，雖然不知道一定可以辦成，但有

一定程度的把握，從原本想以公辦民營學校的形式辦學，但考量到要找到廢校

並不容易，還有搬遷等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後來決定從法令層面著手，正好

有適合自學團的團體自學法令可以適用。 

 

比如說偏遠地區的學校，有在朝那個方向著墨，…，那後來我們在討論，

因為往偏鄉那條路，交通上實在是有點遠，又把小孩拉離我們的生活圈，

所以我們後來討論就說，那是不是可以用自學的方式來處理？（訪談

P02-20160513） 

 

  除了走公辦民營學校、找廢校的這條路，家長們起初也討論過要找偏遠地

區的學校，讓小孩能在較為自然的環境中學習，但考量交通問題，且送往偏鄉

會教小孩帶離原本的生活圈，因此決定試試自學這條路。 

 

訪談者：當時是跟幾個家長一起找 T01老師？ 

受訪者：當時 T01 也是家長（訪談 P02-20160513） 

 

有好幾條線，一條線是，T01 有一個○○幼兒園，有些家長以前小孩小的

時候是念○○幼兒園，…，所以這些家長跟 T01之間的互動就還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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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上大家都同住在這個社區，…，有另外一條線是，蠻多家長的小孩是在

◎◎小學念書，…，有這好幾條線，我們還沒有做這件事情之前，其實彼

此已經都認識、熟悉、有一定的信任（訪談 P02-20160513） 

 

  T01老師受訪時提到，是幾位社區內家長找她一起討論辦學的可能性，但

其實 T01 老師本身也具有家長身分，她的小孩當時亦正處於國中教育階段，

而家長們找 T01 老師，一方面是因為她已經有多年辦理幼兒園的經驗，有些

社區內的小孩就是就讀她的幼兒園，從很早就是熟識關係，另一方面，有許多

家長的孩子都是在附近的一間體制外小學念書（即訪談內容中的◎◎小學），

或是選擇在附近的體制內小學就讀，但這裡提到的體制內小學的教學，不是市

區學校，整個環境跟教法也比較偏向體制外一些。 

 

我是讀社會學的，所以我在那邊看，譬如說為什麼我的幼兒園要叫做○○

幼兒園，其實我在做那些事情的時候，大概就是把一個幼兒園擺到一個社

區脈絡之中，所以我們的社區裡面，同理念的人其實比例會比較高，再加

上◎◎畢業的人，我們的團可能就有一半是◎◎小學的，這些東西就是信

任的基礎（訪談 T01-20160318） 

 

  創辦初期的這些家長們，包含 T01 老師，彼此的背景同質性高，同住於

一個社區、小孩求學經驗類似，大家在還沒辦理自學團之前，就已經是相當熟

識的關係，有一定的信任基礎。 

 

工作上是還沒有磨合過的，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我覺得這邊是有這樣子的

好處，家長之間比較有互信跟互動的基礎，一起來冒險，會覺得風險好像

比較低一點，或者是比較互相支持一點（訪談 P02-20160513） 

 

  雖然這群家長各自有正職工作，未曾一起共事過，由於本來就都是熟識關

係，即使對他們而言，要自力辦學可能會是一件有點冒險的事情，但本著過去

累積的信任基礎，互動頻繁，在決定要辦學的過程中，彼此能夠互相支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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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件事情可以順利地進行下去。 

貳、家長辦學源自對一般學校的不滿與不信任 

 

不是因為特別想要在自學團，應該說，對現在體制內的不滿，在這個不滿

下，其實是有一段很長的歷史，從幼稚園，就是跟著幼稚園的老師，自己

出來創立一個學校（訪談 P01-20160428） 

 

  P01 家長提到，由於對於體制內教育的不滿，因此選擇讓孩子國小畢業後

到自學團就讀。在幼稚園時期，就曾因為與幼稚園的教育理念不同，與幼稚園

老師一同出走並自己辦學。 

 

教練其實跟學校有些衝突，他們外聘的教練跟原來學校的老師，有些恩怨，

後來那個教練就不被學校續聘……幾個月的時間還要換教練這件事情，其

實他們從頭到尾都沒有把小孩當成是學習的主體，也沒有當成學習的重心

（訪談 P01-20160428） 

 

  後來幼稚園畢業後，小孩就讀學區內的體制內小學，進入小學的體育班，

但因外聘教練與學校有些糾紛，學校選擇不續聘教練，但對於體育班的家長而

言，若在畢業前幾個月才換教練，小孩需要花時間去適應教練，與教練磨合，

家長們與學校周旋許久，但最後仍沒有阻止換教練這件事情。 

  對於這位家長而言，從幼稚園階段到小學，累積了許多對於體制內教育的

不滿與不信任，P01 家長認為，學校並沒有把小孩當成是學習主體，這與家長

的教育理念背馳。 

 

訪談者：家長把學生送來，都是覺得體制內的學校不 OK嗎？ 

受訪者：這個應該是共同原因了（訪談 T01-20160318） 

 

  自學團 T01 老師表示，把小孩送到自學團就讀的原因，最主要應該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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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不信任體制內教育。 

 

這樣下去對他長久的學習胃口會比較不利，所以那時候才會說轉到◎◎小

學去，在◎◎小學那邊讓他知道說，學習這件事情其實是自己的喜歡或自

己的需求，不是因為外在來綁住他（訪談 P02-20160513） 

 

  P02 家長是自學團創辦的家長群之一，小孩原本就讀於體制內小學，後來

轉到體制外小學（◎◎小學），因為觀察到小孩在學習上沒有熱忱，僅願意達

到老師要求的最低標準，為了讓小孩不要受到太多外在的規範限制，決定讓小

孩換到體制外小學就讀，讓小孩能在一個重視孩子學習主體性、沒有那麼多規

範的環境裡學習，循著自己的喜好或需求去學習。因此後來才會為了讓小孩能

繼續保有這樣的學習，而與其他家長一起討論關於：「國中階段應該要有怎麼

樣的學習環境比較好？（訪談 P02-20160513）」這個問題，進而決定由家長們

自己辦學。 

 

哥哥在那邊也是因為覺得說，他比較容易緊張，如果在國中那種環境下，

會更容易造成他的壓力，其實這方面的想法其實跟我是一樣的，因為我覺

得我們家哥哥已經很聽話了，我不希望他再有外面的壓力…（訪談

P01-20160428） 

 

  P01 家長談及另外一位自學團小孩的例子，因為小孩個性容易緊張的關係，

若選擇進入體制內國中就讀，在要求成績的環境中學習，對小孩會造成更多的

壓力，可能造成學習效果不佳，甚至不喜歡學習，因此選擇到自學團就讀。 

 

  從訪談中可瞭解到，自學團的家長們基於過去與體制內教育抗爭的經驗、

本身懷抱的教育理念、希望小孩能在一個較少規範的環境裡學習等原因，而選

擇自己辦學或轉向體制外教育這條路。T01老師為自學團負責人，對於自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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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的背景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她也提到，對於體制內教育的不滿，是家長

們選擇自學團的共同原因。 

參、自學團親師「很能溝通」和相互信任 

 

這個團體本來就是一個家長團體，所以我覺得保有這樣的狀態是很好的，

就等於是家長集資請教學團來教，所以家長給我們很大的空間跟支持（訪

談 T02-20160331） 

 

  T02老師提到，自學團是一個家長團體，是家長請老師們來教學生。雖然

定位是一個家長團體，家長仍給予老師們很大的空間與支持。 

 

我覺得這裡很好，也許剛好大家都很能溝通，彼此會把自己的意見跟心裡

的想法講出來，家長也願意分享、願意說出心中的煩惱，可以跟你有一個

親師合作，我覺得還蠻重要的，就大家的理念有相同、有差不多的方向（訪

談 T03-20160331） 

 

  T03老師認為，當老師與家長的理念、想法差不多，親師之間就能夠合作，

有任何想法也都可以提出一起討論、溝通。大家都願意說出自己的想法，彼此

相互了解。 

 

或是小朋友的狀況要怎麼解決，都是可以討論的，家長的話，我覺得大部

分的家長都蠻可以討論溝通的（訪談 T04-20160512） 

 

  T04老師同樣也認為，自學團大部分的家長都是願意溝通討論的，對於小

孩有任何的狀況，提出來討論，親師共同商議要如何協助學生，解決學生的問

題。 

 

大部分還是比較常用 FB，有些是會用 e-mail，然後有些是會傳簡訊，像

最近就是要約親師懇談，想說可以碰面聊，感覺比較可以講清楚，那平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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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樣的狀況，我也是會用電話講（訪談 T04-20160512） 

 

發現他這個地方需要幫助的時候，就會跟家長說，關心一下他之前的狀況

是如何，是之前對這個科目也有一些狀況呢？是之前學習的挫折或是說他

之前能力就不好？就會跟家長談（訪談 T03-20160331） 

 

  幾位受訪老師都提到，平時主要都會與家長用臉書、E-mail 或電話連繫，

在學期中與學期末會與家長約親師懇談，了解小孩在家、在自學團裡的學習狀

況、過去的學習狀況如何、是否曾經遭遇挫折而導致現在學習狀況不佳等，藉

此去逐一釐清學生學習上的問題，家長和老師一起討論解決辦法。 

 

就是有家長覺得說，跟小孩好像不知道在學什麼、他想關心一下，那 T01

老師說好，如果大家想知道，也沒有那麼多時間可以看課本的話，我可以

花個兩個小時，把整個七八九......（訪談 P01-20160428） 

 

  除了平常的聯繫，或是學期中、學期末的親師懇談，面對家長在學生學習

上的疑問，不了解學生在自學團內都學哪些東西，老師也會另外安排時間，向

家長說明學生的學習內容和學習狀況，藉這樣的機會，讓家長在短時間能，很

快地了解小孩在自學團的狀態。 

 

面對一些家長，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溝通如果做的夠，我覺得很多親師的關

係會很 OK，…，我覺得這裡的家長都很相信老師，我覺得這也蠻重要的，

就是很相信老師跟學生之間的關係，很給予全方面的支持跟鼓勵（訪談

T03-20160331） 

 

  自學團的家長對於老師的信任度很高，相信老師能夠好好引導學生，在學

生面對各種問題時，適時給予協助，在這方面家長給予很大的支持與鼓勵。 

 

在這裡家長參與還蠻多的，那因為老師跟家長在溝通上關係還不錯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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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對小孩來講就比較一致，所以他學習上就會比較穩定（訪談

T02-20160331） 

 

  T02老師認為，當老師與家長能建立一個良好的互動溝通關係時，不會造

成學生的衝突感，老師與家長都能成為支持自己、協助自己的力量，對於學習

也會更加穩定。 

肆、自學團師生關係緊密與平等 

  研究者在自學團的幾次觀察經驗中，發現學生與老師之間互動熱絡，學生

稱呼老師幾乎都直呼名字，彼此關係親近，感受不到老師與學生之間有階層關

係。 

跟老師的關係都蠻好的，在自學團雖然老師有老師的稱號，可是跟學生的

互動也都蠻融洽的，比較像是朋友，尤其像 T03跟 T04，還有 T02，跟學

生互動比較密切，很像同學也很像朋友，雖然是老師，可是溝通其實跟一

般比較不一樣（訪談 S02-20160512） 

 

  問到與老師的互動如何，S02 同學提到，與老師們的互動像同學、像朋友，

相處融洽，特別是幾位自學團的全職老師（T02、T03、T04），與老師互動時

並不特別感覺到師生之間有階層關係。 

 

我們自學團大家的關係都很好，比◎◎小學更好，像一個班級...（訪談

S01-20160330） 

 

  S01 同學以「像一個班級」來形容自學團成員的關係，可感受到其將自學

團整體視為一個整體，群體中的成員關係緊密，自然也可從中了解學生與老師

的關係應屬良好。 

 

介入的方式不是去教訓他們，介入的方式比較是幫助孩子去溝通，去理解

這個人雖然常常都是這樣，他弄到人可以、人家弄到他不行，是什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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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幫孩子去做這個，幫助別人去互相看到他們內在是什麼（訪談

T01-20160318） 

 

  除了談到師生之間的關係，當老師面對學生之間的衝突或糾紛時，不會以

處罰、教訓這樣的方式來介入處理，而是作為一個緩解衝突的角色，幫助學生

之間相互了解，釐清造成衝突或糾紛的原因，進而達到學生能夠彼此理解。 

 

問他們學習的感覺如何，我覺得會私底下去跟他們聊或討論，…，就會花

時間去陪他們說，看他們在哪部分遇到困難，那這個困難是什麼原因（訪

談 T04-20160512） 

 

  T04老師也提到，由於本身有諮商、心理輔導的專業背景，因此她常選擇

以陪伴的方式，平時會隨意找時間會和學生聊聊，起初學生會覺得好像要被做

心理輔導或諮詢，但後來漸漸習慣後，對於老師要和他們聊聊天也很能接受，

也願意與老師談話、分享自己的想法，老師也能藉此了解學生的困難或需求。 

  自學團的老師與學生之間，關係之所以緊密，從受訪者的話語中，可以發

現自學團的老師都願意花時間與學生相處、陪伴學生、協助學生解決困難，自

學團老師常在平時中午吃飯、課餘時間或是大家一起移動到另外一個上課地點

的時候和學生聊天，師生之間的信任感有時就是在這樣的日常中培養起來，學

生願意對老師敞開心胸，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自己安排學習活動的近況或困

難、對於未來的想像等，老師除了給予建議，同時也作為學生學習路上的陪伴

者，提供支持的力量，學生可以感受到被支持、鼓勵與接納，也會更勇於嘗試

和挑戰更多想做的事情。 

  自學團的環境給學生的感覺是自在多過被規範，讓學生在這個團體中不受

限制、不受壓迫，對於這個群體有歸屬感，這些都是使得學生與老師之間能有

良好且緊密關係的原因。 

 

 



 

75 

 

伍、小結 

  綜合以上論述，研究者從幾個角度去探討自學團內部之所以能有深厚信任

基礎的因素，包含同處一個社區脈絡的信任關係、家長普遍對於體制教育不信

任或理念差異、家長與教師的信任關係、學生與教師的信任關係等四個方面。 

  從訪談中了解到自學團從開始討論到真正招生、開學，所花費的時間並不

是太長，這群自學團的創辦家長們，因為同住在一個社區中，小孩的求學經驗

類似，因此在還沒創辦自學團之前就已經彼此熟悉，使得辦學這件事情得以順

利進行，也因為彼此的教育理念、價值觀相近，在討論辦學的過程中，對於要

提供小孩什麼樣的國中教育和學習環境，容易達到共識，這些都為自學團的辦

理之路，先鋪上一層厚實的信任基礎。這群自學團的創辦者，由於彼此的同質

性高，因為對於某些價值觀或理念的認同，而相聚一起辦學。 

 

我認為是這樣子，…，要像我們這樣透過溝通去組織起來，還講得通的，

我認為是更難的，…，我們社區有那些基礎，我覺得才有辦法，如果這個

社區沒有那些基礎，可能也沒有辦法支撐…（訪談 T01-20160318） 

 

  T01老師在談自學團的辦理背景時，也提到，自學團是在家長們在自己正

職工作以外的時間，透過面對面開會或通訊軟體的聯繫，不斷地溝通再加上對

彼此有足夠的信任感而形成的，倘若自學團所處的這個社區本身沒有這些豐厚

信任基礎，可能也無法支撐使一個自學團能順利組織。 

  訪談 P02 家長時，家長提到自學團內的一位在自學這領域有相當多經驗的

老師，這位老師曾說過：「能夠在社區發展出一個學校，大概這個社區的條件

是比其他地方豐厚很多的（訪談 P02-20160513）」，這也呼應到 T01 老師所說

的，自學團能在社區內發展，是因為先天就已經具備豐厚的條件。 

 

我覺得政府能夠做的事情，目前是彈性比較小，也跟我們社會現在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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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弱有關係，因為信任很弱，所以很多人對政府在講話的時候就是要監督

他，…，那大家什麼事都不用做了（訪談 T01-20160318） 

 

信任是公共的團體、公共的事情能否成形的一個關鍵，…，所以對我們來

說可能在社區裡面有意願這樣子做的人，可能就會有十幾個人，那從這邊

開始就已經夠了（訪談 T01-20160318） 

 

  除此之外，在「信任」這件事情上，T01 老師認為，我們身處的社會本身

信任薄弱，不信任政府，因此需要很多的監督，缺乏信任而只有監督的環境，

使得能做的事情彈性變小，若能有更多的信任，公共的事情會更有發揮空間，

很多想做的事情也能成形。雖然與政府層級的規模比起來，自學團的規模小很

多，但因為自學團有信任的基礎，加上一些有理念、有想法而願意加入的人，

而促成辦學。 

  信任是自學團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社會資本，信任讓成員更有

行動力去達到共同設定的目標，除了最初的信任基礎，自學團平常的運作中，

老師、家長與學生之間也藉由不斷地互動、溝通，提升信任感，成員對於這個

團體也更有向心力，願意為團體付出，為自學團的公共事務而努力，這對於自

學團的長久發展有很大的益處，學生也能在這樣的氛圍中獲得良好的學習。 

第三節 自學團之資源與網絡社會資本 

  第二節談的是自學團的信任社會資本，探討的範圍主要是自學團內部的情況，

第三節則從本研究界定的另外兩個社會資本概念─資源與網絡─進行討論。資源

主要討論的是自學團已使用的資源，以及目前正在積極拓展的資源，而本研究要

談的網絡是自學團如何與外界連結，逐漸構成一個屬於自學團的學習資源網絡。 

  Bourdieu將社會資本分為實際資源與潛在資源兩種，要獲取社會資本，需要

倚靠關係的建立及維持，而這樣的關係是指個人或團體所擁有的社會關係總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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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urdieu, 1986），自學團位處一個資源豐厚的社區，本身在社區裡即存在一種

網絡關係，而為了使自學團能有更多學習資源的挹注，需要積極與外界連結，將

網絡關係從社區向外延伸，發掘更多可使用的學習資源。一方面要了解自學團的

資源運用情形，另一方面則是探究自學團如何逐步拓展學習資源網絡，因此本節

將一起探討資源與網絡兩個概念。 

壹、自學團現有學習資源的運用及困境 

  林南（2007）將社會資本的資源分為資源使用（utilization）與資源能量

（capacity）兩個層次。資源使用指的是已經使用的資源，資源能量則是那些

尚未被運用到的資源，而這些資源其實是涵蓋於社會中。研究者在此要討論的

是自學團現有的學習資源，即林南所提的資源使用，包含自學團的現址，以及

從現址向外擴展至鄰近地區和市區，主要是實體的場地和空間，同時一併探討

在使用這些現有學習資源所面臨的困境。 

一、現有學習資源的運用 

  自學團的現有資源所指為林南（2007）提出的「資源使用（utilization）」，

及自學團已經在使用的各個場地和空間，主要分成兩部分，第一是自學團的

現址與社區內，現址即為自學團本身的學習基地；另外一部分則是現址與社

區以外的空間、場地、設備等，其涵蓋範圍為社區周邊、鄰近地區以及市區。 

（一）現址與社區 

  自學團的現址是在社區內租用的一棟兩層樓房屋，此處作為自學團的

學習基地。圖 4-3與圖 4-4分別為自學團學習基地兩層樓的內部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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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自學團學習基地一樓圖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一樓正門口進去旁邊就是一間上課教室（教室 1），緊鄰教室 1 旁邊

有個戶外陽台，陽台有擺放一些桌椅、種植一些植物，第一次到自學團拜

訪 T01老師時，老師帶著研究者看現址的環境，還介紹了陽台上的植物，

有些還是可食用的，某種程度上的自給自足。與教室 1互通的是一個公共

空間，平常學生煮完午餐，會將飯菜放在公共空間的桌上，大家就在這裡

盛午餐，再自己隨意找個地方吃飯。教室 1與公共空間是相通的，並沒有

隔著門或牆壁。公共空間再過去就是廚房，還有一間圖書室，學生會在圖

書室裡看書、使用公用電腦、待在裡面聊天或做其他事情，圖書室的落地

窗基本上也可以算是一個出入口，有時不經過正門，成員們會直接從圖書

室的落地窗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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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自學團學習基地地下一樓圖示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從樓梯下去後即是現址的地下一樓。地下一樓有兩間主要上課的教室，

即教室 2與教室 3，這兩間教室屬於獨立的空間，與中間的公共空間有門

隔開。這層樓的公共空間也有電腦可以使用，研究者幾次觀察都常會看到

學生在這裡用電腦，有些課程也會讓學生直接用這裡的電腦查資料，有時

學生也會在此討論事情。教室3旁邊還有一個小空間A，目前是閒置狀態，

有時會有老師或學生在這裡做事，訪談 T04 老師時就是在小空間 A 進行

訪談，那天 T04老師就是在這裡安靜的做事。 

  整體而言，自學團的現址是一個很開放、自由的空間，成員都可在這

裡隨意走動，依自己的需求使用每個空間。教室 1、2、3主要是作為必修

學科的教室使用，但還是有些選修課安排在這裡上課，或是一些必修學科

不在現址上課，而是到社區內或外面的空間上課。 

  今年（2016）五月下旬自學團辦了一個為期兩天的展覽，舉辦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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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自學團的現址，成員們共同將現址規劃與佈置成展示空間，展出學

生的作品與學習檔案、播放自學團的日常與期末成果表演的影片、學生準

備音樂表演、可報名參加的實驗營，還有展示與自學團相關的資訊，例如

自學團的由來、什麼是自學、自學團的主軸與教育核心、課表等，藉由這

個活動讓來的人對於自學團有更多的了解與理解，見證自學團的成長過程，

對於籌辦展覽的自學團成員而言，也會是一個很棒的辦展經驗與回憶。 

  而社區內有些空間和場地也是自學團進行學習活動的地方。例如社區

內的籃球場、小公園、老師的自宅、社區內某個協會的室內空間等，視課

程需求來安排上課的地點，但基本上整個社區的開放空間都算是學生的學

習場域，有些課程的規畫本身就與社區議題相關，例如社區落葉堆肥計畫，

讓學生將課程所學實際運用在生活的社區中，在社區中學習同時也一起維

護社區環境。 

 

  研究者參與的課程有幾次就在社區內的空間和場地上課，第四次觀察

時參與了八年級的自然課，地點在社區內的社區館： 

 

社區館內的空間主要分兩邊，一邊是有桌椅，另一區是木質地板，可以

席地而坐，旁邊還有一排矮書櫃，書櫃裡擺放了一些書籍。今天這堂課

在有桌椅的這區上課。為了維護社區館的環境，館內禁止飲食，老師也

不斷提醒學生不可在裡面飲食（觀察 CR4_20151007）。 

 

  那是第一次進到社區館，位在社區入口不遠處，是一個蠻舒適的室內

空間，有桌椅也有木板地，自學團使用這樣作為上課場地，可依課程需要

而看如何善用這個空間。上課過程中，老師不斷叮嚀同學不可在裡面飲食，

要大家共同維護這個空間的整潔。但後來由於屋主想將社區館收回自用，

自學團因而少了一個空間可以作為上課場地。 

  第六次觀察時參與了一門下午的選修課─社區專題，那天上課的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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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區裡的小公園。這堂課加上老師總共五個人，那天研究者跟隨著上課

的學生走到社區小公園，由於這個社區位處在山上，常常走著走著就會遇

到上坡或下坡路，從自學團現址走到小公園是往下走的方向： 

 

社區專題今天的上課地點是在社區裡的一個小公園，……，選在這個小

公園上課，看起來並沒有非要這個地方上課不可，像是在社區的一角找

一個地方就可以上課（觀察 CR6_20151015）。 

 

  小公園基本上就是個天然的戶外環境，旁邊有水池，附近也有籃球場，

那天同時也有另外一個附近的體制外小學的小朋友在上課，社區專題課的

學生看起來與那些小朋友頗為熟悉。社區專題那天的課程安排是讓學生用

黃藤編籃子，雖然上課地點在小公園，但其實看起來不一定要在那裡上課，

後來老師在課程中跟學生提到之後會再找一堂課的時間，帶學生到附近的

山上看有種植黃藤的地方，學生可以藉此了解黃藤的生長環境與植物本身

的樣貌。聽到老師會帶學生到附近山上上課，表示這堂社區專題課的地點

會隨著課程需要而有變動，訪談 S01 學生時，S01 學生說： 

 

跟著社區的另外一個園丁，跟著他做，他是一個原住民園丁，所以跟他

工作，像我們有嫁接櫻花，還有到山上去砍藤、編藤籃，又有點像是學

些原住民自然的工作的能力這樣…比較不是授課式的，是自己要去做，

練習做」（訪談 S01-20160330） 

 

  S01 口中的原住民園丁就是社區專題課的老師，S01 也有參與這門選

修課，他提到社區專題課有許多不同主題的課程，例如編黃藤、上山砍藤、

落葉堆肥、嫁接櫻花等，主要範圍都是在社區一帶，課程讓學生能接觸大

自然、貼近並熟悉這個社區。在介紹自學團課程時就曾提過這門選修課，

它屬於做中學課程的其中一門。 

  第九次觀察參與桌遊課，原定的上課地點在社區館，在上課前得知那

天改變上課地點，T02老師給了桌遊課老師的電話，讓研究者親自與他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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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與老師聯繫後，研究者自己依著地址尋找老師的家： 

 

老師的家也在社區內，由於對社區不熟悉，所以先到社區中心詢問如何

走，中心內的人員先問了我的來意後，才告訴我如何走到老師家。這是

第一次走入社區較裡面的地方，很安靜…（觀察 CR9_20151124）。 

 

  那是到自學團觀察多次後，首次要深入走到社區內，一開始拿到地址

時還覺得有些茫然，不知應該往哪個方向開始找起，於是走進社區中心詢

問，社區中心的人員還先了解了一下研究者的來意，才指引研究者方向。

因為座落在偏山區，沿路走著都是有坡度的路，社區內也頗為安靜，那天

沒看到什麼人，社區內部看起來都是純住宅型態，而桌遊課老師的家是某

一棟住宅內的一戶。選桌遊課的學生有四位，大家席地而坐，試玩著某位

同學設計的桌遊並給予回饋。感覺學生們對於這位老師的家有一定程度的

熟悉，可能某些週次的課程都會移到這裡來上課，正好老師也是社區居民，

學生可直接以徒步方式到達，頗為便利。 

（二）社區鄰近地區與市區 

  以社區內的現址（學習基地）為中心點，逐步擴大學習場域，學生的

學習不僅止於社區內，還擴展至社區周邊及市區的空間及場地。研究者在

觀課期間即探訪了幾個社區以外的自學團上課地點，包含社區附近的農園、

寶藏巖的 OpenLab. Taipei 工作室、Fab Lab Taipei、漢帝小學堂，另外，

自學團亦安排課程到鄰近的山區爬山、在附近山區上創作課或尋找各種天

然學習素材，還有青少年圖書館、青少年發展處、臺北市青少年育樂中心

（Y17）等地方，自學團從現址、社區內向外拓展至周邊區域。 

  第十次觀察了一門選修課─光合魚場，地點在距離社區不遠的一個農

園，可搭公車亦可步行前往，學生多以步行方式到達農園： 

 

農園要沿著大馬路旁的階梯走下去，走一段路才到，沿途有種走在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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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覺，很天然、安靜的環境，沿路有小水溝，那裡有小溪、有農地、

有溫室、有魚池，還有一個室內空間，這堂課就在室內空間內上課（觀

察 CR10_20151126） 

 

  學生有些坐在椅子上，有些席地而坐，老師先在空間內講解有關養殖

的概念，再讓學生到外面整理自己的水族箱，整理完水族箱之後再回到教

室討論遇到的問題，最後老師讓學生回去找資料並 DIY 一個水族箱的油

膜處理器。這是一堂實作為主的課程，學生分組製作水族箱，水族箱從無

到有，學生在實作的過程中發現問題、與老師和同儕討論、嘗試解決遇到

的困難。 

  訪談 P02 家長時，曾聊到社區附近的這個農園：「那個是 T01自己租

的，之前並沒有跟自學團在收費用，……，是因為 T01 有其他的工作計

畫，那一塊跟自學團沒有關係（訪談 P02-20160513）」農園並不是以自學

團的名義承租，而是 T01 老師其他工作計畫所租用的場地，而自學團使

用農園並沒有支付租金，原本是希望讓學生在農園幫忙做些事情來代替支

付租金，學生可以參與一些事物，亦可減少家長在學費上的負擔，但之後

也有考慮要改成自學團與 T01老師的工作計畫一起分攤租金的形式。 

  第三次與第七次的兩次觀察都是 Maker 課程，但上課的地點不同，

Maker課程的首次觀察地點是在公館寶藏巖的「OpenLab. Taipei」： 

 

Maker這堂課在公館寶藏巖的一個工作室 OpenLab. Taipei裡上課，這

個工作是隱身在寶藏巖裡面，找的時候還問了寶藏巖的服務人員。進到

裡面發現是一間小小的工作室，裡面有許多的零件和設備…（觀察

CR3_20150529） 

 

  這是研究者第一次接觸到與 Maker 相關的環境，也是第一次看到 3D

列印機，工作室裡的 3D列印機正是老師自己從無到有自造出來的。 

  第七次的觀察，研究者又再度到了 Maker 課程，這次的上課地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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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區的「Fab Lab Taipei」： 

 

原本上課地點在公館寶藏巖，但因為之後的課程會用到 3D列表和雷射

切割等設備，所以到期末都會在 FabLab Taipei 上課（觀察

CR7_20151112）。 

 

  FabLab Taipei 位在臺北市重慶南路一帶，是一個開放空間，推廣使用

數位製造工具及鼓勵實作、共享的社群，希望大家都能成為一位「自造者」

（Maker Faire Taipei，2014），FabLab Taipei 的空間比 OpenLab. Taipei 大

了許多，明顯看出設備較為完整，也因此後來 Maker 課程換到這裡來上

課，以便讓學生使用其他需要的設備。由於這裡是一個開放空間，在課程

進行時不斷碰到有人來訪，大多是要來參觀這個空間的。 

  兩次的 Maker 課程觀察發現，學生與老師都是藉由不斷地討論來一

步步完成作品，進度較快的學生就會開始使用工作室裡的設備，例如用

3D 列印出製作出一個需要的零件，若列印出來的成果不如預期，學生就

會再回去修改電腦裡的原圖，老師則在一旁一邊協助、一邊詢問學生對於

修改原圖的想法，雖然有時也會示範，但也相當重視學生的意見。 

  而「漢帝小學堂」也是自學團會安排的上課地點之一，研究者曾到漢

帝小學堂觀課半天的時間，分別是七年級社會與七年級生物： 

 

今天觀課的半天都在復興南路二段的漢帝小學堂，裡面有些桌椅、白板，

就是個上課的教室的樣子，課程開始前，學生和老師就在裡面聊天、吃

早餐、做自己的事。自學團有些學科課程會安排到漢帝上課，像今天的

七年級生物與七年級社會課（觀察 CR8_20151120）。 

 

  那天上課的老師是 T02 和 T03 老師，有詢問老師為何要在這天將七

年級學生都移到漢帝上半天的課，老師們表示只要有適合的空間就會移到

該空間上課，一方便是空間合適，另一方面也可以緩解現址的擁擠。104

學年度上學期自學團也有跟漢帝借實驗室上實驗課，讓學生有適合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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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設備可以上課。 

  除了上述幾個的地點之外，訪談時老師們提到也有將社會課安排在新

北市的青少年圖書館： 

 

這學期就一個禮拜有三個上午的社會課，就會在青少年圖書館做討論

式的學習，他們就可以直接去找那裡所有的書籍，馬上做參考，那個

閱讀量就會多很多，……，有那個討論室…（訪談 T02-20160331） 

 

  將課程安排到青少年圖書館可以讓學生藉這個機會使用圖書資源，提

高閱讀量，且圖書館內設有討論室，適合讓學生在裡面進行小組討論式的

課程活動，再者，也因為是一座以青少年為主題規劃設計的圖書館，正好

符合自學團國中階段的學生使用。 

  另外，也有少部分的學生會到其他自學團上語言課，原本是希望可以

讓兩邊的自學團學生互相修課，但因時間與課程安排等因素，目前只有幾

位學生到另一個自學團上課，這對自學團而言也是上課的場地之一。 

  上述列舉出的社區農園、寶藏巖 OpenLab. Taipei 工作室、FabLab 

Taipei、其他自學團體、漢帝小學堂及青少年圖書館，有些位在臺北市，

有些則在新北市。雖然自學團位處新北市，但目前自學團的老師主要將學

習資源的範圍鎖定在臺北市，由於臺北市交通便利，許多資源都集中在這

個大都市裡，因此希望能在這個資源高度密集的區域尋找各種可用的學習

資源。T01 老師在受訪時提到： 

 

臺北市交通比較方便，……，到底臺北市可以做到什麼程度，我三月

份要評估出來……我們怎麼樣把臺北市的一些學習資源變成是我們

可以學習的東西，然後對應上學生的需要（訪談 T01-20160318） 

  為了持續擴大學習資源的範圍，T01老師努力評估臺北市的學習資源，

自學團一直在思考如何將臺北市的資源變成自學團的學習資源，如同 T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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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所言，帶學生到圖書館做討論式的學習，運用手邊現有的資源，且這

些資源是無須另外付費，是大家都可以使用的資源，此不僅能提升學習效

果，還能讓學生的學習更多樣性。 

（三）小結 

  自學團的現址及社區可提供的空間有限，但為因應開設的多元選修課

程，常會需要有其他比現址和社區更適合的場地。T02與 T03老師都提到

自學團如何使用外部的場地，例如借用青少年發展處的教室，讓學生可以

有小組討論空間，新北市的青少年圖書館也是適合上課的地點，讓學生在

圖書館內進行小組討論，搭配圖書館內擁有的圖書資源，學生能邊討論邊

找資料，提升學生的書籍閱讀量。或是音樂課需要一間練團室，讓學生有

適合的場地可以練樂團，同時也可使用練團室內的音樂器材。 

 

 

 

 

 

 

 

 

 

 

 

 

 

 

圖 4-4自學團現有學習資源使用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研究者將自學團目前使用的場地資源繪製成圖 4-5，如圖所呈現的，

場地資源的範圍以自學團現址為核心向外擴展至社區、社區周邊、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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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新北市。雖然自學團的課程已經安排在好幾處不同的場地空間上課，但

受訪老師多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場地資源可以運用，讓課程能在適合的場

地和空間中進行。惟這些場地資源有時候會面臨變動或使用上遇到一些困

難，這部分將於第二段進行說明與探討。 

二、現有學習資源使用的困境 

  自學團的學習資源涵蓋範圍從社區到市區，目前老師們努力要拓展更多不

一樣的場地和空間，希望有更適合課程使用的學習環境，但過程中會面臨到場

的變動或有一些困難需要處理，必須另尋新的上課地點或與各場地和空間的人

員進行商談、接洽。 

 

訪：好像之前有用的場地，現在好像沒有在那課表上面…… 

受：對，社區館收回去了，房東收回去了（訪談 T02-20160331） 

 

  自學團有好幾堂課都安排在社區內的社區館上課，但因為社區館的房東有

其他的計畫，因此要把該場地收回自用，房東將社區館收回去後就少了一個空

間可以使用。 

 

受：……青少年圖書館的討論區，四月開始要整修，就不能用 

訪：是要舊換新？ 

受：其實蠻新的欸，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整修，可能有計畫要怎麼樣做

新的規劃（訪談 T02-20160331） 

 

關於討論區要拆除……主任跟我說，四月要開始動工，所以我就沒再帶

學生去（T01，2016年 6月 3日） 

 

  T02老師在訪談中提過青少年圖書館與 Y17（青少年育樂中心）都有要進

行整修，自學團就暫時無法過去使用，T01老師在臉書亦曾討論到這件事情，

面對像社區館無法續用和圖書館整修這樣的情況，自學團就必須另外找尋適合

 



 

88 

 

的場地，重新安排課程的上課地點。 

 

像之前我們要測體適能，沒有操場，如果要去原本的學校其實也蠻奇怪的，

後來就跑去大學的體育場，因為大學是開放的，不像平常國中小，要進去

還要申請，……，就沒那麼容易（訪談 T02-20160331） 

 

  受訪時老師與家長都有提到在洽談場地與空間時碰上的困難。T02 老師提

到學生們要測體適能時，因為自學團本身沒有場地，因此必須向外借用適合的

場地，若是要使用自己掛籍學校或其他國中國小的場地，都要先經過申請程序，

因此轉而到較為開放的大學校園裡使用，但目前的計畫是要找運動中心作為學

生上體育課或測量體適能的固定場地。 

  但若是可以經由申請方式而獲得使用，對自學團而言並不算是太大的困難。

實際上較常碰到的情況是，有些屬於公共資源的場地或空間，例如圖書館、青

少年育樂中心等，若想使用是需要花一些時間跟單位人員進行溝通、洽談： 

 

最近我們有借幾間 Y17的教室使用，最近有借練團室，band的課就可以

去用，有電吉他和爵士鼓可以用，可是之前沒有開放外面，也是討論溝通

了一陣子（訪談 T02-20160331） 

 

我們可以以現在公部門的場地去做使用，因為這種東西其實白天都沒有人，

像圖書館也沒有人、青發處也沒有人，但是他們就是不願意借（訪談

P01-20160428） 

 

  P01 家長常與 T01老師一起走訪公部門，P01 家長主要是協助 T01老師蒐

集要接洽的學習資源的相關資訊，希望找到更多公部門的場地和空間可以使用。

很多公部門的場地與空間白天使用的人數不多，但這些一直都存在於社會中的

學習資源卻都是可以多加利用，若自學團的學生能在這些地方進行上課、安排

各種學習活動，善用這些現有的資源，不僅能夠不需要額外的花費或付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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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還可以提高這些空間的使用率。但在洽談商借這些場地時，P01 家長提

到，常常面臨不願意借用的情況： 

 

像「青少年圖書館」，他們都已經是「青少年」，我們青少年去還是會被嫌

說「你們為什麼來這邊使用我們這個場地？」，……我想說我們是青少年

啊，他們會說「但是你們有老師帶著，你們已經是一個上課的行為」，我

們覺得所以到底有哪一條有規定，……，但又沒有（訪談 P01-20160428） 

 

  以自學團的立場來說，洽談場地使用時若有需要依循的申請程序，依照規

定申請即可，但現實面臨的情況卻是常常碰壁，P01 家長提到的例子即是在青

少年圖書館遇到的情形。當自學團這群國中階段的青少年在使用名為「青少年

圖書館」的圖書館空間時，卻受到館方關切，館方認為圖書館僅提供使用者安

靜的使用館內資源，不希望有老師帶著學生討論的上課行為，P01 家長認為這

並沒有明文規定老師不能在館內帶領學生討論等類似的學習活動。這對自學團

來說，需要再多花時間跟館方進行溝通、協調。 

 

主任委婉地告訴我們，之前我帶學生使用討論區，館員有受到其他人的責

怪。他們很為難……但是，青少年圖書館的討論區，若無法讓我這樣的老

師，設計了一些討論問題，也去查詢一些書籍來做學習與討論的話，我真

的覺得，沒有道理（T01，2016年 6月 3日）。 

 

  T01老師在臉書上也曾提及在青少年圖書館遇到的困難，為了讓館方可以

理解自學團的學習需求和形態，還需要做很多的溝通和對話，不斷地去論述這

些公共的空間和其內含的資源可以被運用到什麼程度，也在溝通的過程中了解

雙方的難處，也希望館方可以對於自學團有更多的理解。 

  原先使用的空間無法續租、需要適合的場地讓學生運動、場地整修、使用

圖書館時被館方關切等情況，都是自學團在運用場地資源時會碰到的困境，這

些都需要自學團的成員們努力去突破，因此也會讓學生不透過家長或老師，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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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學著、試著自己去詢問使用場地或空間的可能性。 

 

一般來說，社會不知道有自學生的存在，那自學生自己去問的時候，可能

很容易被人家，可能幾句話就擋回來了（訪談 T01-20160318） 

 

  但讓學生參與拓展學習資源的過程，沒有老師或家長的協助，也會蠻容易

碰到被對方回絕的情形。由於社會普遍不知道自學生的存在，或對於自學團體

或自學生的了解不多，導致學生在找尋學習資源的過程中，不易被接納或獲得

更多的支援。 

 

這個我就覺得我有義務去幫他們拓展，所以就是有想法、去查網路，就會

知道資源，然後如果有的話、是適合的，我們就會展開行動，即使現在很

麻煩，我們還是會去那邊上課，我們如果說了、我們就常常去用，用了之

後就會產生互動、比較彼此認識（訪談 T01-20160318） 

 

  T01老師認為然要拓展資源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時也會碰到些麻煩的情

況，但為了讓學生有更多資源可以運用，老師們認為有義務幫學生拓展，時常

與公部門場地的單位互動，經常接觸、論述並多加使用，說明自學生的需求在

哪裡，加深對彼此的了解，希望這些單位對於自學生認識更多後，能更願意提

供更多的協助。而多讓學生參與這個拓展學習資源的過程，可以讓學生更加了

解自學團在這方面的實況，知道要找到並使用適當的場地並非容易的事情。 

貳、自學團的未來學習資源與資源拓展情形 

一、未來的學習資源 

  未來資源在此處要談的是指自學團目前正在洽談或未來希望可以納入

的學習資源，如林南（2007）提出的對社會資本資源的另一個分類「資源能

量（capacity）」，意指實際上存在於社會中，卻還沒有被運用或發掘的資源。

自學團老師為了讓課程能在適當的場地或空間進行、學生有合適的學習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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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環境、有更多低花費或免費的公共資源可運用以減輕學費負擔、各場地和

空間能持續穩定的使用下去等，因此希望可以有更多的學習資源投入。 

  T01老師受訪時，寫下幾個未來預計使用的學習場地，包含圖書館、博

物館、學校空間等，也提到希望與國中、國小合作，看能否有適合的學校內

部空間可以使用： 

 

接下來也會有一塊是我們怎麼樣跟國中小合作，這個我也正在談（訪談

T01-20160318） 

 

  訪談時，研究者曾詢問每位受訪者，對於自學團的資源是否有覺得仍然

不太足夠的部分，老師們主要都提到場地和空間的缺乏： 

 

比較不夠的資源，可能就是場地吧！…就沒有操場、沒有那麼方便的地

方可以讓他們跑跳。…。像之前我們要測體適能，沒有操場…（訪談

T02-20160331） 

 

我覺得目前就差在一個可以運動的地方，……，可是他們就是沒有一個

可以跑來跑去的地方，我覺得這是最可惜的（訪談 T03-20160331） 

 

  現址的空間有限，考量安全性與空間大小的問題，學生沒有適當的空間

可以做戶外性質的活動，例如要測體適能的話，因為沒有操場，就需要借用

其他的場地來使用。S02 學生受訪時，也談到希望自學團學生的學習不要侷

限於學習基地或社區內： 

 

我覺得不用侷限於這個環境，但是一旦要弄到環境場所的大小的話，就

要有錢，錢也是個問題，所以還蠻多因果關係的（訪談 S02-20160512） 

 

  也為了因應學生的需求，原本在規畫上較少有體育性質的課程，但後來

與家長、學生共同商議後，決定在選修課安排多一些體育課，因此也需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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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場地來進行體育課程： 

 

就像我們下學期就想說，因為我們比較沒有操場或運動的地方，就想說

可以跟臺北市的體育館合作，…因為體育館可能他們上課時間比較沒有

人用，或許可以去談合作，比如說我們可以用羽毛球館，或是可以用他

們的游泳池或什麼的（訪談 T02-20160331） 

 

  延續圖 4-5，將自學團希望在未來能持續拓展的資源納入，則如圖 4-6，

最外圈是未來資源的範圍，T01老師希望鎖定在臺北市這個區域內，但實際

有多少可以運用，還需要多一些的評估和洽談。 

 

 

 

 

 

 

 

 

 

 

 

 

 

 

 

圖 4-5自學團未來學習資源使用範圍示意圖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二、資源拓展情形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以我們現在來說，常常覺得是網路上的連結，可是

以前其實有些事情是要在空間上某一些類似的人在空間上有所連結，因

為那時候還沒有網路（訪談 T01-20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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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談自學團的創辦背景時，T01老師說過，由於現在科技發達，有

許多資訊的流動都是透過網路在進行，但是在早些年有些事情要能夠做成，

是需要建立在某些類似的人在空間上有所連結，而自學圖所在的社區因為有

著一些想法或價值觀相似的人，在這個地方產生的連結，使社區逐漸形成後

來的樣貌，自學團就在這樣的社區中發展出來。社區內的家長因為彼此的背

景、教育理念相近而相聚一起，也形成一個屬於自學團的網絡，社區蘊含的

豐富資源，成了自學團唾手可得的學習資源。而社區周邊因地緣關係，因此

自學團的一些課程和活動也會安排在社區的鄰近場地。然而，自學團發展至

今，漸漸也會越來越清楚需要哪些資源的挹注，讓學生的學習能更加多元。 

 

其實要合作也要有很多的溝通跟調整，因為畢竟兩邊團體的架構是不一

樣的，課程上的時間也會影響，那如果可以有一點點這樣的開始，我覺

得也是很不容易（訪談 T04-20160512） 

 

訪：那怎麼會跟他們合作？ 

受：因為自學團這幾個 T01 都認識，可能認識很久的朋友吧，都是這

圈子的人，所以就會知道，因為自學團剛開始成立的這幾個，就還蠻知

道的吧（訪談 T04-20160512） 

 

  自學團拓展資源的方式之一，T04 老師提到這學期自學團內有學生會到

另外一個自學團體上語言課，會到其他自學團體上課的原因，主要也是透過

T01老師本身的人際關係去連結。 

 

這是資源運用的問題，那如果我們合起來，有些課程，可以共同開的比

較多樣性一點，……，那如果要多樣化，就需要更多資源的支撐（訪談

P02-20160513） 

 

  同樣都是自學團體，因為團體規模與師資有限，在課程上如果可以走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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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開課的模式，學生在時間不衝突的情況下，可以互相選課，也能使自學團

的課程更加豐富且多元，這也是一種資源拓展的途徑。 

 

我認識比較多各行各業的朋友，我最近比較會是，如果今天這個學生對

於修飛機有興趣，那他想修飛機，我剛好有認識朋友是修飛機，我就帶

他去跟那個人聊聊（訪談 T03-20160331） 

 

  T03老師也提到，因為有認識各行各業的朋友，也曾帶著學生去認識自

己的朋友，讓學生直接接觸某些行業的人，了解這個行業的工作性質、實際

工作情況、應該就讀哪些科技等，學生藉由實際的接觸，對於自己未來想做

的工作能更深入理解，而非僅處在想像的階段。T03老師將自己的人際網絡

帶入自學團內，有時也會安排客座講師來與學生分享課程相關議題，與 T01

老師相同，藉由自己的人際網絡，提供自學團學生需要的資源。 

  除了透過人際關係去連結的資源之外，訪談自學團成員時，主要大家還

是在網路上搜尋需要的資訊，許多資源的發現都是從網路資料而獲得，臉書

也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媒介，不僅是在自學團成員間是常用的聯絡管道，在學

習相關資訊方面常常也都是從臉書得知。 

 

現在網路這麼厲害，你在看這個的時候，它已經旁邊幫你把相關連結拉

出來了，所以這部分我是覺得是很夠的（訪談 P01-20160428） 

 

臉書的分享也很多，所以有一些，假設我是個人自學的家長，我要找一

些學習資源，我當然就是一些藝文資訊、科教館、博物館的，這些臉書

按讚去跟，就會有了，學習資源蠻多的（訪談 T01-20160318） 

因為頭腦有想法，所以就會去搜尋、去談、去連結，像青發處這個東西

也是我去查的（訪談 T01-20160318） 

 

  P01 家長常用網路找資料，網路發達使家長在查看各類資訊時，許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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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連結都會自動連結，讓資訊量不斷地增加。由於臉書是現代一個很普遍

的網路平台，T01老師不論是幫自己正在自學的小孩找學習資源，或是在自

學團學習網絡的拓展上，常常也是利用臉書來獲取相關資訊，例如藝文資訊，

或博物館、科教館這類型的實體場地，藉由臉書就可以隨時獲得最新的資訊，

從網路上獲得資訊或找到可以使用的場地後，再實際去跟負責的單位洽談場

地借用或資源的使用。 

 

在我想要學的、我知道我要學的圈子裡面，我常會用網路查，…，用網

路查東西還蠻習慣、習以為常的（訪談 S01-20160330） 

 

  S01 同學提到，因為在自學團的課程報告也都是從網路上查資料，當他

知道自己想學什麼、要找哪方面的資料，很容易就可以得到一些需要的資

源。 

 

  自學團的資源主要藉由成員的人際網絡與網際網路拓展。自學團初創時

期的這群家長就是一個小的網絡關係，各自有一些不同的經驗可以運用在自

學團的申請、課程安排、尋找師資等方面，現在也會從老師自己的人際關係，

找到適合學生的資源，如前面提到 T01 認識其他自學團體，T03老師則是會

引薦自己的朋友給學生。 

  現在拓展學習資源則多以網路這個媒介去尋找，網路的連結能力強，除

了自己搜尋的資料，可能還會有更多相似的資訊透過網路的連結而即時呈現

在眼前。對自學團而言，學習資源越多元，不僅能讓課程能更多樣化，也能

藉由使用外部的資源，學生將學習的觸角向外延伸，讓學習的視野更廣，提

升與外面的連結。如同 P02 家長所說的：是讓他們跟不同的人做些連結，因

為不同的場地就有不同學習空間樣貌，可能也會有跟不同的人做學習上的連

結（訪談 P02-2016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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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小結 

  林南（2007）將社會關係分為同質性與異質性兩種，自學團本身為一個同

質性高的團體，因相似的背景和理念而齊聚一同辦學，但隨著自學團逐漸發展，

雖然成員間的關係緊密、信任程度高，但由於漸漸有越來越多非社區的成員加

入，學習資源的使用範圍也是逐步向外拓展，使得自學團開始存有異質性的社

會關係，例如，非社區內的新老師，可以藉由自己本身的人際網絡或學經歷背

景，為自學團帶入不一樣的學習資源或方法，住在市區的家長雖然與自學團實

際接觸的機會不多，但因為本身了解公部門的運作，過去多次與公部門或體制

內學校交涉的經驗，因此能協助自學團的老師一起走訪公部門，洽談各種需要

的場地。這些都利於自學團的發展，這樣的異質性能為自學團帶入更多不同類

型的資源。 

  如同談社會資本時提到，具有較多架接型或連結型社會資本的群體，由於

成員的異質性，蘊含在這樣社會關係中的資源較為多元，可使這個團體的透明

度較高，讓資源與資運可以更廣泛的流動，降低消耗的成本，減少成本也是自

學團希望的目標，越多公共資源的投入，學生使用到的是原本就存在於社會中

的資源，可能不需要太多額外的花費，可以減少學生在學費上的負擔，甚至希

望自學團能成為更多一般收入家庭的教育選擇。 

第四節 自學團之社會資本與非學校化社會理念的實踐 

  本章第二節與第三節分別探討信任、資源與網絡社會資本。自學團所蘊含

的社會資本是自學團成長的基礎，社區作為自學團學習的基地，學習環境從社

區、社區周圍，逐漸擴大至臺北市和新北市，雖然學習空間仍有些不足，但整

體而言，目前的課程規劃、學習活動的安排，以及已有使用的場地和空間，大

致可滿足國中學生的學習需求。 

  然而，若要談到自學團與自學生的未來發展，則需要搭建出一個更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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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網絡，因此研究者帶入 Illich的非學校化社會理念進一步闡述之。Illich主

張應該開拓一條與學校化社會相反的學習道路，希望破除以往學習者依賴學校、

依賴制度化所給予的學習型態，因而提出四種學習資源網絡，即「教學用品服

務網絡」、「技能交換網絡」、「學習夥伴選配」與「教育專業者服務網絡」。Illich

認為，一個好的教育系統應該讓所有的人都可透過共享的學習資源網絡進行學

習，隨時從網絡中獲得需要的學習資源。 

  「教學用品服務網絡」包含教學材料、用品、場地、空間等，在這個網絡

中，學習者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選擇要使用的資源與進行學習活動的場所，

對學習者而言，這是學習最基本的資源，這也是自學團正積極拓展的資源，尤

其當有各種不同類型的學習空間被納入網絡中，空間就不再只是單純的實體空

間，蘊含在空間內的可能還會有各式軟硬體設備、願意分享或傳授知識與技能

的專業人士，以及在空間內的學習者，例如圖書館、美術館、博物館、民間基

金會、maker工作室、創客教室等。 

 

我常用可汗平台…YouTube頻道跟搜尋引擎，……，另外一個是 Coursera，

就是一個線上平台，…，我們在 Coursera 上面修課，我們還有一些聚會，…，

聚會可以幫助我們練習，而且線上課程有聚會的好處是因為可以比較穩定的

去學（訪談 S01-20160330） 

  再者，除了實體學習用品和空間，現在網路上有許多虛擬的學習平台也都

可歸類於教學用品服務網絡中，S01 同學就曾提到，他時常善用網路上的各種

學習平台，並與同儕組成讀書會一起討論，共同提升學習成效，也幫助自己順

利完成較困難的課程。 

  「技能交換網絡」則是找到願意傳授、分享的技能示範者或技能教師，連

結成一個網絡，學習者依照自己的需求找到適合的學習對象，再透過「學習夥

伴選配」，在不同興趣領域中找到不一樣的學習夥伴，彼此討論、合作、共同

解決問題、分享學習心得，這對學習者而言會是較為理想的學習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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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學團受訪的 T01 老師提到，未來希望可以成立一個自學中心，集結師

資與各種學習資源，不論是在開設課程、使用資源、安排或調度師資等，都能

有彈性的規劃，自學團體相互協助，達到整合各種資源的目的。 

 

最近我在推自學中心，…，自學中心如果是在某國中的十間教室去做設計，

那所有臺北市的團體自學大約有五、六百人，它所配的老師員額也不少欸，

那個都借調到這邊來，在這邊還可以做酷課雲、做磨課師，要做什麼都可

以，…，比較有彈性（訪談 T01-20160318） 

 

如果說，像這樣的學習資源真的有個自學中心，可以彙整所以老師、可以提

供的授課，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平台，可以讓大家互相的時候，那相對的，我

們在找尋這些資源的時候，就會有一個地方讓我知道我可以去這裡找（訪談

T03-20160331） 

 

  自學中心的構想與 Illich四種學習資源網絡類似，集合各種學習資源，除

了場地與空間這些基本的實體學習環境，還有師資、具備技能者這類專業人士，

以及各種網絡學習平台，將這些軟硬體資源與人員連結成網絡，自學生即可透

過自學中心，找到需要的資源，以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和步調，善用時間，為

自己安排學習活動。 

  這些學習網絡並非各自獨立，而是存在著互相連結、重疊的關係，例如在

某個學習空間內，學習者可以找到可學習對象─技能示範者，並遇到正在這個

空間內學習的夥伴。自學團若朝著這個方向發展，將拓展的各種學習資源以這

樣的型態提供給自學團學生，學生在學習學科知識以外，還有很大的空間可以

朝向有興趣的領域發展，學習未來需要的技能，甚至與其他的自學團體合作，

如同 T01 老師「自學中心」的概念，而帶著自學生的老師們就成為「教育專

業者服務網絡」，作為自學生在學習過程的指導者，協助自學生或家長克服學

習過程遇到的困難，並協助管理前述三種資源網絡。學習資源網絡會成為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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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不可分的關係，四個網絡間相互支持，為學習者構築出一個完整、蘊含各種

資源的學習網絡。 

 

  前述提到，對於自學團的學生而言，目前提供的課程和資源基本上應可滿

足學生的學習，但有時可能也會有學生較早發覺自己的興趣所在，或是在未來

高中階段的學習，要面對分流及職涯發展，這些可能都需要更多的管道和資源

來習得技能，僅有學科上的知識並無法滿足學生的需求。例如，受訪的 S02

學生談到自學團畢業後的計畫，他選擇報名臺北市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 

 

像我們是以團體自學的計畫去申請的，他們就是臺北市第一個以機構名義去

申請的自學的機構，…，主要就是培養電影、電視、音樂的幕後人才，……，

會安排相關的地方去實習（訪談 S02-20160512） 

 

  S02 同學本身對於音樂、劇本就相當有興趣，自己在外面學音樂，在自學

團的選修課也曾選擇與戲劇相關的課程，他希望可以在自己喜歡的領域有更多

的著墨，並透過機構提供的實習機會在實做中學習，累積實際經驗。 

  S02 同學較早知道自己的興趣所在，因此決定以影視音實驗教育機構作為

畢業後的首要選擇，對他而言，在機構中有設備與資源，也有專業師資，在知

識與技能都能有所學習，而同儕們也是因為對這領域有興趣而齊聚於此。 

  另一位受訪的 S03 學生為自學團的畢業生，畢業後即申請個人自學。由於

S03 本身的興趣在於繪畫方面，從國小時期就喜歡畫圖，自己學習繪畫，花了

很多時間在繪圖上。 

 

從國小開始就對畫畫蠻有興趣的，國中之後我也花大量時間，在課堂上一直

畫、一直畫、一直畫、一直畫…，後來也因為有電腦可以用，所以也都會畫

電腦繪圖之類的，也都是自己學的（訪談 S03-2016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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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03 主要都是靠自己摸索、學習繪圖技巧，在自學團的學習期間，常會選

擇與這方面相關的選修課程，現在雖然是申請高中個人自學，但仍會回到自學

團上繪畫相關課程。 

 

這學期我是上自學團的一個素養課，我後來都回去參加他們一些課程，由一

個家長帶的，就是畫炭筆，這方面的學習我比較不熟，炭筆我比較不熟，所

以就決定回去上這堂課（訪談 S03-20160614） 

 

  除了回到自學團上繪畫課程之外，S03 同學這學期主要在一家公司實習，

從事美術設計工作，也有與其他高中自學團共同創辦藝術聯展。 

 

現在我跟幾個高中自學生籌辦了一個第一屆自學生藝術創作成果聯展，上面

的海報、美術設計都是我在做（訪談 S03-20160614） 

 

我現在在一個公司實習，……，老闆有特別問我想在裡面做什麼，我就說我

比較想要往美術設計這方面做，所以他就會分派一些美術設計的東西給我

（訪談 S03-20160614） 

 

  對於 S03 同學而言，與繪畫相關的課程、活動和工作，是最喜歡也最投注

心力與時間去做的事情，藉由舉辦藝術展覽與實習工作，在實作中不斷增進自

己的能力，與興趣相投的夥伴一同舉辦展覽，親自尋找需要的各種資源，實習

的工作也讓 S03 同學對於繪畫的熱情有得以發揮的空間，這些對於 S03 同學

來說，雖然花費大部分的時間，但也是最能讓自己在有興趣的領域中學習，並

且不斷地累積相關經驗，對於未來規畫報考大學相關科系也相當有幫助。 

  除了受訪學生的例子之外，近年台灣興起 Maker 運動，自學團也有為學

生安排maker課程，學生在臺北市的maker工作室裡上課，這類型態的工作室，

對於喜歡實際動手做的學生而言，有空間、設備與具備技能的老師，且能和有

同樣興趣的同儕一起到工作室學習，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有與自己興趣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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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夥伴，還有專業人士可給予指導，不僅學到喜歡的知識和技能，還能持續保

有學習熱忱。這些都是自學團學生在學科知識學習以外，較偏向技能取向的學

習型態。 

  綜合上述，自學團的課程除了學科知識的學習，亦重視學生能在學科知識

以外，有更多不同的選擇，而提供多元的選修課程，希望學生在國中階段的學

習不僅止於學科知識，而是能在不同的環境、空間、領域中，有更多的著墨和

嘗試，發掘自己的興趣所在，或是在有興趣的領域中更深入地鑽研，因此自學

團的教師們努力地找尋並提供學生各種學習資源，擴大學生的學習視角。 

  研究者藉由實地觀察與訪談，看到自學團給予學生的自由和自主，學生在

自由的學習環境中，可以選擇自己所愛或想涉獵的領域，投入心力與時間在有

興趣的事物上，對於未來也有很大的發想空間，在過程中逐漸了解自我，知道

自己要什麼、為何而學，有學習動機與抱持熱忱地進行學習活動。不論是自學

團目前主要以拓展臺北市的資源，或是自學團 T01 老師的自學中心構想，若

結合 Illich的四種學習網絡型態，對自學生而言，將會是一個更完備的支持系

統，藉由各類學習資源的連結與集合，對自學生在學習歷程與未來發展上都會

有所助益，但這並不意味著為學生備妥所有資源，而是希望藉由這樣的資源整

合模式，擴大學生的學習範圍，連結更多的學習者、技能者與學習資源等，讓

自學生能以此為出發點，拓展其學習活動，身處在一個充滿資源的環境中，也

了解並試著找到適合自己的學習資源。 

第五節 綜合討論 

  第四章首節先從自學團的發展脈絡與概況切入，再結合社會資本概念來探討

自學團內部運作以及發展學習資源的情況，接著加入 Ivan Illich 的非學校化社會

概念與社會資本一併討論。本節將綜合前面四節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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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信任、資源與網絡社會資本是自學團的辦理與發展基礎 

  第四章的第一節研究者從最初為何辦理自學團、辦理的背景脈絡、參與的

成員開始談起，接著介紹自學團的核心理念、運作模式、課程安排等。第二、

三節則是探討三種社會資本類型─信任、資源、網絡，以此來看整個自學團的

辦理與發展過程。 

  自學團發展至今是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社區內幾位家長本著對於教育的

理想開始這個辦學行動。從最一開始自學團就已經有一個社區共享的信任基礎，

家長們本身熟識彼此，因相同的教育理念和價值觀而相聚一起，是一群具有高

度共識的辦學夥伴，這使得自學團的辦學行動得以展開。而這屬於自學團本身

蘊含的信任社會資本。信任社會資本屬於情感層面，包含成員的教育理念、價

值觀、信任感、歸屬感、相互支持等。自學團的信任社會資本尚可從成員間的

互動看出來，即教師、家長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樣態。從教育與家長談起，教師

將自學團定位為一個家長團體，教師則是由家長聘請的教學團，家長給予教師

很大的發揮空間，相信教師的專業及課程安排，能引導學生有良好的學習，而

在教師與學生方面，師生關係緊密，從互動中看不出師生間存在階層關係，學

生不易感受到來自老師給予的壓力，是可以輕鬆對話、如朋友般的平等關係。

這些都是自學團的信任資本，成員對於自學團有歸屬感，彼此關係緊密，使成

員更有行動力去達到共同的目標，藉由不斷地溝通互動、相互支持、情感聯繫，

提升信任感與對團體的向心力，為自學團的事務而努力。 

  資源與網絡社會資本則是說明自學團已使用與正積極拓展的學習資源，探

討自學團如何與外界連結，搭起屬於自學團的學習網絡。自學團目前使用的資

源，依區域範圍，可從社區、社區周邊，延伸至臺北市與新北市。社區內主要

是公共空間與一些借用的室內場地，例如前面提到的社區館，社區周邊則有鄰

近山上和租用的農園等，臺北市與新北市主要使用公部門的空間和場地，還有

與其他自學團、maker工作室、學習中心等合作，依照其課程安排的需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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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源的來源除了社區現有，以及因地緣關係而使用的社區周邊場地之外。  

自學團的老師與家長目前正致力於向外拓展更多的學習資源，拓展的方式之一

是從老師們的人際網絡向外延伸，找到認識的組織或人士，或是以網路搜尋各

種資訊、追蹤各個單位或組織的臉書平台，再與之聯繫並進一步談合作的可能

性，藉由這樣的方式希望將資源網絡延伸到擁有豐富資源的臺北市都會區，使

學生的學習能更多樣性。 

  相較於傳統體制內學校，自學團的規模小，教師員額也較體制內學校少，

沒有專職的行政人員，教師人數每學期也多少有些變動，因考量家長的學費負

擔，能聘用的教職員額有限，教師須身兼教學與行政事務，而家長亦參與其中，

例如財務管理、協助辦理活動、開設課程、拓展資源等。從這些面向看出自學

團雖然在人力方面較為吃緊，可運用的經費有限，在運作的過程中也並非一直

都很順利，但基於團內的高度向心力，成員間有情感性的支持，彼此理念相近，

關係緊密，信任感足夠而願意共同為這個團體而努力，縱使可能在過程中會面

臨困難或意見分歧，但成員「很能溝通」，使自學團成員之間可以藉由溝通的

方式來討論、整合彼此的想法，而在拓展學習資源網絡時，這個「很能溝通」

且願意溝通的特質，也讓自學團老師願意花時間去與外部學習資源的管理者不

斷地說明、討論，論述各個學習資源被使用的可能性。 

貳、自學團學習資源的發展困境 

  未來自學團的發展，若以自學團 T01 老師的自學中心為發想，結合 Illich

的非學校化社會四種學習網絡的概念，想像未來能發展出一個為自學團這類型

的教育而設計的自學中心，連結各種包含人員、空間與軟硬體設備等的學習資

源，其學習模式應該是透過個體（學習者）主動去尋找所需的學習資源，自行

規畫及進行學習活動。然而，要將對於自學中心想像轉為實際且具體行動的過

程中，可預期到會有問題亟需被提出討論並試著解決，而這些問題也是目前自

學團已經在面對與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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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學團的規模小，教育成本高且學習資源常顯不足 

  自學團的課程與學習活動由於未受到太多規範，且團體規模小，因此有

很大的自主空間，但也因為自主空間大，有許多教育資源需要自行連結與拓

展，若想納入各種學習資源就會拉抬教育成本，使家長與學生的負擔變重，

而學習資源又有其不穩定性，例如場地或空間的設計不適合、使用成本高、

距離太遠、使用人數限制、不接納自學團和自學生等，而受訪的 T01 老師

就曾提到的自學中心構想。 

  自學中心可以區域型的模式發展，找一個實體空間作為負責處理行政事

務的基地，並創建與管理一個學習資源媒合的網路平台，連結學習資源的供

需兩端，讓學習資源的提供者與需求者藉由這個平台進行媒合。以臺北市為

主要的學習資源拓展範圍，或再納入新北市鄰近的地區，以學生方便到達的

地點為目標，集結臺北市各自學團體共同合作，除了原本就提供給大眾使用

的公共資源或網路資源為免費之外，其他需要付費的資源則可以自學中心的

名義去洽談，希望降低其使用成本。 

  藉由自學中心將自學的規模擴大，結合學習資源網絡平台，連結學習者

與資源端，以免費或較低的成本使用學習資源，穩定來源，並持續拓展之，

學習資源不僅能提供自學團體使用，申請個人自學的學生亦可透過自學中心，

獲得需要的學習資源。再者，因為自學中心雖然是以區域型的模式運作，但

比起自學團，已有一定的規模，因此可以自學中心的名義，向政府尋求更多

的協助以及資源的挹注，也讓更多人認識何謂自學團體與自學生的學習樣態，

甚至願意主動提供更多的學習資源。 

二、公共資源開放性有限，且舊式設計不適合自學團學生使用 

  受訪者於本章第三節曾提到，自學團在使用青少年圖書館時，曾遇到被

館方關切的情況，館方認為由教師帶領的學習活動不能在該圖書館內進行。

而造成這個問題除了是對於自學的認識不足，還有公共空間的管理人員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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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思考，因此老師和家長們常需要多花些時間溝通，或是放手讓學生自己試

著和一些單位或組織去談、去接洽使用的可能性，希望藉此讓他們對於自學

能有更深入的理解，進而願意協助自學團、歡迎自學生使用其場地與空間，

另一方面還可提高公共閒置空間的使用率。 

  此外，不論是自學團或自學中心，都將主要的學習資源拓展範圍鎖定在

臺北市，雖然臺北市是一個資源集中的蛋黃區，但有許多公共空間都已建立

多年，舊式的空間設計未必適合自學團和自學生使用，因此除了自行調整如

何在公共空間現有的狀態下進行學習活動，若要提供公共空間可能的改善建

議，就必須與政府有進一步的接洽，讓政府了解需求，藉由政府的力量來創

造或改善更多公共空間，讓這些空間更適合自學團與自學生這類型的學習者

來使用，有更好、更完善的公共空間可以進行學習活動，對於非自學團和自

學生的社會大眾而言也有相當程度的益處。 

 

  自學團的創辦與發展是一個會不斷面對問題、解決、再碰到問題的過程，以

拓展學習資源來說，因為本身規模小，力量小，不如體制內學校有政府的教育經

費及各種教育資源的投入，自學團的創辦家長與老師為落實其教育理念，讓學生

在自學團裡能有完整的學習，學習的需求都能被對應，然而自學團與社區內的資

源有限，因此需要更多外部的學習資源挹注，但要擴大學習資源就可能要讓家長

和學生負擔更多的教育成本，例如聘請有技術的教師、租用學習空間、借用器材

設備等，因而有了自學中心的構想，將自學的規模擴大，連結其他的自學團體，

但實際要做又可能會有自學中心場地問題、借調各自學團體老師是否會影響自學

團體本身的人力、如何與公共空間及政府洽談、經費運用等。不斷產生的問題顯

現出自學團體辦理的不易，因此期盼能有更多人與資源能夠投入，讓更多人瞭解

自學，政府也能在更多方面提供相應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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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非學校化社會概念可結合二十一世紀教育理念 

  從 410 教改運動的那段時期開始，1994 年前後有幾個體制外學校誕生，

例如以人本教育理念開辦的森林實驗小學、自主學習教育理念的種籽實驗小學

（原毛毛蟲學苑）、落實全人教育理念的全人實驗中學等，至 2000 年開始出現

另外一種不同理念的另類學校─公辦民營型態的華德福學校。2000 年張淑純

老師在宜蘭縣冬山鄉以公辦民營的方式創辦慈心華德福實驗小學，這是臺灣首

次以公辦民營型態創辦體制外學校，同時也是亞洲第一所華德福學校，隨後在

2002 年臺中市的林玉珠老師也創辦磊川華德福實驗小學。2014 年我國將國民

教育階段從 9 年延長至 12 年，開始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時代，配合 12 年國

教上路，申請自學（包含個人、團體與機構）也從國中小延伸到高中階段。 

  臺灣的另類教育在每個時期都有不一樣的發展重點和型態，法律層面也讓

另類教育辦理有越來越多的彈性，申請的學生人數亦呈現明顯的成長。當加入

另類教育行列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時，意味著臺灣正走向一個日漸多元的教育

型態，學生的教育管道不再只有傳統的體制內學校，學習資源也不僅有學校可

以提供，而非學校化社會談的正是有別於傳統的新教育型態，Illich 在書中點

出學校教育長久存在的問題。 

  學校制度化安排的一切學習活動，將學習與考試、文憑綑綁一起，學習「套

裝知識」、接收「套裝價值」，學生在過程中逐漸失去學習熱忱，喪失個人主體

性，缺乏對學習的主導權，可預想學生在離開學校後，也會帶著已經在學校習

慣的這一套模式去因應未來的生活，因此 Illich 主張要廢除這樣的學校制度，

要創造新的學習型態與學習網絡，因此提出四種學習網絡，將學習資源重新組

合，學生依照需求去使用資源，當自己學習的主人，保持個體的自主性。 

  Illich提出非學校化社會概念是在 1971年，當時並非網路發達的時代，他

提出新的學習型態與學習網絡概念，並不容易實際應用在該年代，而 Illich之

所以在那個還沒踏入網路革命的時代，就已經率先提出學習網絡概念，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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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教育認為只有學校教育、學校教師才能傳達真正的知識給學習者，但

Illich 認為真正的學習應該是要發生在可接觸到的各種社會場所，並包含各種

學習活動所需要的資源，因此以「網絡」一詞來表達他真正想傳達的理念，藉

此表現出這個可以共同利用的網狀結構，資源都囊括其中，學習者可以在充滿

各種事物且能夠進行有價值學習的環境中成長起來。 

  但從1980年代個人電腦普及至今，資訊革命使得資訊的傳遞越來越簡便、

快捷，人們也處在一個資訊爆炸的時代，各種資訊都可從網路上取得，而在這

個數位化的時代，「物聯網」概念也被廣為提倡，而這也使得 Illich 的理念成

為可能。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 IoT）於 1998年被提出，其概念是指

藉由全球化的網路基礎建設達到連結實體物件與虛擬數據的目的，但因為成本

昂貴而在提出初期乏人問津，而使得物聯網重新被提倡的契機就是智慧型手機

的出現。物聯網的革命使世界的經濟模式從資本主義轉向共享經濟、協同時代，

人們可以以低成本甚至免費，來獲得各種所需，人們也可藉由物聯網來分享資

訊、實體物件、課程、能源等（翁書婷，2015；陳儀、陳琇玲譯，2015）。 

  本研究的自學團核心理念與非學校化社會所提到的概念相似，目的是希望

讓學生能有真正的自主學習，營造以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習環境，依據不同的課

程設計與活動安排，以及學生的興趣或需求，投入適合的學習資源。在走向物

聯網共享經濟的現代，各種實體與虛擬的資訊都可從網路上相互分享與取得，

且不需要花費高成本就可以得到很高的資訊量，這對於要培養學生自主學習、

讓學生依個人所需來安排學習活動的自學團而言，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學習資源

拓展的方式，而老師的角色即是協助學生如何接收與篩選這些大量的資訊。 

  各種技術到位、資料數位化、各種社群的連結成本降低，這些都使得像自

學團這樣的共學團體在發展學習資源時，使資源網絡中的資訊更加多元且豐富。

而結合上一節文獻探討的社會資本概念：資源、網絡與信任，以及對社會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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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分類，來探討自學團於社區脈絡中生根，從在地的社區資源，擴大至外

部資源的使用，在資訊爆炸、資訊可藉由網路共享的時代，如何讓自學團的學

習資源網絡可涵蓋的範圍更大，逐漸編織出屬於自學團的學習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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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建議與省思 

  本研究以社會資本剖析自學團的發展歷程與學習資源使用現況，再以非學校

化社會理念探討自學團未來學習資源網絡持續拓展的實踐路徑。本章第一節首先

歸納相關文獻分析與個案研究結果，第二節則根據研究結果，為另類教育辦學的

未來發展與後續相關主題之研究，提供建議及可行做法，並於第三節進行研究省

思。 

第一節 研究結論 

  經由 9位受訪者的訪談資料，以及相關研究文獻分析，瞭解自學團的發展歷

程與學習資源拓展情形，以及自學團未來擴展學習資源之方向，以下綜合歸納本

研究之結論。 

壹、社區為自學團的發展基礎 

  自學團的發展與其所處的脈絡有很大的關係。一個蘊含豐富資源的環境，

是自學團良好的發展條件，從解嚴時期到教改時代，社區內陸續出現許多自發

性的民間教育活動和組織，而逐漸形成一個教育型社區。社區依山而築，有豐

饒的自然資源，社區居民普遍知識水準高，許多藝術家、文字工作者、創作者

居住於此，經過社區內協會的努力，結合自然與人文資源，將社區打造成一個

人文薈萃、優遊自在的宜居環境。 

  社區內幾位家長在這個資源豐饒的環境創辦自學團，社區內的自然與人文

資源是自學團的基本條件，核心理念、課程設計、師資、學生來源等，都與社

區息息相關，發展出一個教育與社區結合的自學團體，運用社區內的各種資源

進行學習活動，學習基地是社區內的一棟民宅，約有一半的學生與部分師資是

社區內的居民，社區內的公共空間、老師的自宅和一些室內空間都是自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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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地點。受訪的老師和家長都曾提到，若不是社區本身具備如此豐厚的條件，

可能無法支撐一個自學團體的運作，由於社區的良好條件，有許多現成的資源

可以運用在教學活動和課程中，自學團才能在此成長茁壯。 

  而社區共享的信任基礎也是促使自學團可以在此茁壯的重要因素，假想成

員間若是沒有穩固的信任基礎，沒有想要分享、相互討論彼此教育理念的意願，

或是不願意共同分擔辦學過程中的各種工作或困難，縱使這個團體位在一個條

件很好的社區環境中，還是難以無法運作下去。創辦自學團的家長們正因為有

著良好的信任關係，而得以在這個蘊含人文與自然資源的社區中，搭著當年實

驗教育準則的公布，順利的辦學。 

  除了社區中本身就已經存在的人文與社會資源，其他陸續被自學團納入使

用的學習資源，許多都是鑲嵌在成員本身的社會關係中，從成員的人際網絡逐

漸拓展，使自學團的學習資源網絡有了雛型，而這些對於發展至此的自學團來

說，一直都是一個重要的資源拓展管道，負責人與家長藉著本身的經歷或經驗，

持續走訪各個學習資源空間和場地，或是其他來自社區以外的老師，將自己過

去的經驗或認識的人帶到自學團中，豐富自學團的課程或讓學生能夠接觸認識

到更多不同行業的工作者，這些都是自學團資源網絡的重要來源 

  「社區」之於自學團而言，不僅僅只單純是個具有豐富的自然及人文資源

的環境，其中的還有長久以來逐漸積累、穩固的情感及信任，以及每個成員不

同的背景、經歷、經驗、生活環境等而帶來的各種學習資源，成員願意將自己

的社會關係分享給自學團，讓自學團可以擴大學習資源網絡，成員不僅找到一

個可以共同實踐理想的方式，在發展的過程中還能達到深化學生學習的目的。 

貳、拓展學習資源是自學團發展必經之路 

  自學團從社區開始，從原本僅存在腦中的構想，逐步具體化為家長、教師

和學生學習之園地，雖然時間尚未很長，但也足以讓自學團經歷許多挑戰與困

境。為了讓學生的學習環境與資源更多元，甚至降低自學生家長要負擔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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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自學團一直以來都努力於開拓更多的學習資源。自學團由於是一個由家

長自發組成的教育團體，各種事務都需要親力親為，如同找到一塊未被耕耘的

土地，在經過整地、翻土、播種後，還需要引入最重要的水源來灌溉，才能使

種子有機會成長。而自學團在經過計畫撰寫、找場地、申請、安排人事等安排

好各項事物後，就開始要招生上課，為了落實自學團的核心理念，讓學生多元

學習、讓習得的知識和實際的生活經驗能夠結合，並運用於學生的未來生活，

因而需要為學生做更多不同的課程規劃與學習環境安排，引來灌溉土地的水源

就像是自學團的學習資源，是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一環，是自學團發展的必然路

徑。 

  藉由各種不同樣態的學習資源，學生在其中可以運用的資源、學到的知識、

接觸的人與物都會有所不同。例如，圖書館有大量的書籍或影音資料可以借閱，

或是討論空間可以做小組合作學習；博物館或美術館有各種文物或、藝術品等

可以欣賞，藉此了解每個時期的歷史、不同藝術家的創作歷程；maker工作室

有提供相應的設備讓學生實際學習手作物品；漢帝小學堂提供實驗室，讓學生

在上自然相關課程時，有實際操作實驗的機會；鄰近的社區農園有生態環境讓

學生接觸；到不同的自學團體上課可以認識不同背景的學生、接受其他自學團

老師教法。 

  自學團學生不只有侷限在現址內上課，而是安排在其他更加適合的場地和

空間進行學習活動，這樣一方面可以緩解現址的空間，一方面學生在適當的場

地上課，除了有較為完整的設備資源可以使用，學生的安全也比較沒有疑慮，

若為公共資源還可降低家長負擔的教育成本。藉由找到更多不同學習資源空間

和場地，很多空間和場地都是存在於生活環境中，自學團的學習型態不僅能帶

給學生不同樣貌的學習，當學生習慣於使用這些場地和空間之後，也會更了解

其實社會中有很多學習資源都是可以被運用的，也能開拓學生未來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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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習資源拓展的困境來自於社會普遍對於自學團的不了解，造成公共資源的

開放性不足 

  為使學生的學習環境與資源更多元，甚至希望降低自學生負擔的教育成本，

自學團持續拓展學習資源，但在拓展的過程中，最大的困境在於社會大眾對於

自學生並不熟悉，不了解自學團學生的學習實況，甚至存有許多的疑惑。雖然

目前已有實驗教育三法，大部分的縣市也都有相應的法規，學生數亦持續增加

中，但這仍屬於小眾的教育選擇。當自學團學生在使用一些公共空間進行學習

活動時，仍常會碰到被關切的情況，由自學團學生直接詢問場地或空間借用的

可能性時，也曾面臨碰壁的情況，因此主要還是由老師和家長出面處理。 

  政府所提供的公共空間和資源應該要讓社會大眾自由地運用，包含自學團

或是其他以自學方式進行學習活動的社會大眾在內，但公共空間和資源的管理

者卻常以其本位為出發點，拒絕或一定程度的限制自學團使用，雖然名義上是

公共空間和公共資源，但實際上這些公共空間與資源卻不具有其應該具備的公

共性，原本應該是公眾有權使用的公共資源和服務，卻因管理者對於自學團不

了解，造成這些公共空間和資源無法彰顯應具備的公共價值。 

  若能讓公共空間端的人員不以其本位為思考，而是實際了解自學團的需求，

其實有時與一般使用者無異，都是要進行學習活動，還可讓公共空間在某些時

段免於閒置狀態，增加公共空間的使用率。然而，當老師和家長致力於聯繫資

源所屬的單位時，往往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向對方說明來意，以及自學生為何需

要這些資源，公部門也時常會有經辦時常換人的情況，老師和家長就又必須再

花時間做說明，雖然藉由不斷與對方接洽、互動，漸漸也會因為加深彼此的了

解，對方會願意提供更多協助，但這樣的過程其實相當曠日費時。 

肆、自學團的未來發展繫於社會資本和資源網絡的持續開拓 

  自學團的學習資源網絡目前仍有很多可拓展的空間，以自學團鎖定的臺北

市來說，臺北市內有許多資源可做為學生的學習場域。學生隨著成長，對於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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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需求會越來越大，在自學團歷經三年的學習之後，即將面對個人未來職涯

發展，除了學科知識以外，有些學生可能會需要或想要學習一技之長，走向技

能導向的學習，在自己有興趣的領域有更多的著墨。 

  自學團在為學生拓展學習視野時，考量的並不只有現階段的學習，還希望

培養學生對於資源運用的靈活性與自發性，甚至期望學生可以主動尋找需要的

學習資源。自學團在連結學習資源時，考量自學團的持續運作與學生的未來發

展，可以 Illich 的四種學習網絡的形態架構出一個更完整的學習資源網絡。學

生不僅可以找到適合的學習用品、設備、場地或空間，還有可傳授技能的專業

人才以及與自己興趣相投的學習夥伴，自學團的老師則作為從旁協助的角色，

協助學生搭起學習鷹架，學生可將在自學團三年的學習，一路延伸到高中職階

段、大學，甚至是未來的職業發展。運用存在社會中的各種學習資源，而獲得

更完整的學習。然而，學習資源網絡平台的功能在於蒐集與連結，學習者需自

行發掘學習資源的可用性與適用性。 

  自學團的發展與本身蘊含的社會資本及學習網絡的拓展密切相關。成員間

情感層面的信任與蘊含在成員個人本身的社會關係，為自學團的辦理建立一個

好的基礎，而資源與網絡社會資本則是自學團持續開拓的重點，在拓展的過程

中，社會關係一直貫穿在其中，藉由這些社會關係去聯繫各個可能的學習資源，

持續發展則可讓學習資源成為一個網絡的型態。以目前自學團的情況來說，研

究者在第四章有畫出自學團的學習資源使用範圍示意圖，其使用範圍從社區、

鄰近地區，一直延伸到臺北市，持續的連結而漸形成一個網絡，而網絡仍繼續

發展中。 

  未來若成立像自學中心這樣的空間或組織，以 Illich的四種學習網絡來分

類學習資源，則有教材和空間、同儕夥伴、技能示範／提供者與教育專業者，

套用到自學中心，教育專業者所指為各自學團的老師以及管理平台的人員，而

教材和空間、同儕夥伴、技能示範／提供者三者，則需要由學習者自行去發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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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主要是連結到各種學習資源並提供媒合的機會，學習者並非依靠平台來備

妥所有的學習資源，應該依照自己的需求透過平台提供的資料去尋找媒合對象，

發掘學習資源對自己的可用性與適用性，規畫屬於自己的學習活動。教育專業

者主要是在學習者有疑惑或困難時，給予建議，扮演引領者與資源媒合的角色，

讓學習者自己去多方嘗試，甚至藉由平台連結到更多尚未在平台內的學習資源，

擴大學習視角。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研究者進一步提供建議，以提供未來另類教育辦學及相

關議題研究之參考。 

壹、對自學團辦學之建議 

  資源是自學生學習的基礎，不同類型資源的投入，可使學生的學習更加

多元，在不同的環境和空間中學習，學習的感受與效果也會有所不同。由於

每個另類教育團體或機構本身的條件差異，擁有的資源與能找到的資源也有

所不同，因此，研究者認為，若能建立一個學習資源平台，將所有的資源都

呈現在平台上，各個團體或機構可以依照各自的課程或活動安排，從平台上

找到需要的資源，共同分享學習資源，如同本研究之自學團的負責人 T01

老師對於自學中心的想像，集結學習資源，亦可開放給申請個人自學的學生，

讓這些體制外的學生們可從平台上找尋需要的學習資源和管道，為自己安排

適合的學習。 

貳、對政府之建議 

  由於自學團在拓展學習資源的過程中，因為希望拓展學習資源，將學習

場域拉至現有的公共空間，藉由多加利用這些現有的公共資源，降低教育成

本，因此常與相關單位承辦人員有接觸的機會，但卻碰到自學生不被歡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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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拒絕使用的情況，而這些可能都基於對方對於自學的不瞭解，因此，研究

者認為，政府除了藉由法規來提供另一種教育選擇，也應該讓社會大眾對於

實驗教育、自學團體等這類小眾的教育現場有更多的認識和理解，了解自學

的實際學習樣貌與自學生有何學習需求，此外，政府亦應提供更多支持和相

應的學習設備及資源，改善老舊設備或舊式設計，協助自學團體與各種學習

資源進行接洽和媒合，這些不僅利於自學團體和自學生，對於其他學習者也

有所助益，讓整個區域或城市逐漸被營造成利於學習的環境。 

參、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的自學團體由於所處的社區脈絡較為特別，因為過去的時代背景

而發展成一個兼具人文與自然、資源豐沛的社區，研究者認為後續對於自學

團體的研究，可以選擇與本研究個案差異較大的自學團體為研究主體，瞭解

在不同脈絡中發展的自學團體的樣貌。 

  再者，本研究的受訪者皆為自學團的成員，包含老師、家長與學生。然

而，與自學團實際接觸的還有其他的自學團體、設籍學校、提供空間或設備

的組織、公部門等，這些其實都是自學團在拓展學習資源時，會碰到的重要

人員或組織，因此，研究者認為，後續其他研究者若同樣研究某個自學團體，

可以將這些外部相關人員或單位列為研究對象或受訪對象，納入不同的觀點，

了解外界是如何看待及理解自學團或自學生的學習。 

第三節 研究省思 

  研究者是在體制內教育成長的孩子，成長的過程中接觸到的都是體制內的環

境，包含學校課程、教師教學、學習環境等，認為學習就是要進到學校內，老師

唯一的知識傳遞者，不曾想過可能會有其他的教育選擇，也沒有那樣的環境能促

使研究者有這樣的思考。第一次知道有體制外教育是在大學的課堂，老師曾提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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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像森林小學這樣的另類學校，但那僅只於一個較淺的認識。 

  一直到選定論文研究題目，研究者才開始去深入了解另類教育，從另類教育

的發展脈絡中，才發覺原來在研究者成長的這段時間，臺灣的另類教育也同步在

發展，但研究者在求學的路程卻鮮少，甚至可說幾乎未曾接觸過與另類教育相關

的資訊，因此在做這份研究時，算是一個完全的外行人，從頭開始認識這個領域。

而實際踏入研究場域，接觸個案的人事物，才逐漸對於這個小眾的教育現場有所

了解。自學團不論在核心理念、課程設計與規劃、教師來源與上課方式、學生學

習的樣子以及自學團整體的運作模式，都對研究者原先認知的教育樣貌產生衝擊。

自學團以學生的學習和需求為依歸，要真正做到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才讓研

究者對於體制內教育的現況有所警覺與反思，相較之下才可看到體制內的學生的

確受到許多的壓抑與限制，但在自學團的學生卻可以依自己的興趣選課、為自己

規劃學習活動，學生的需求被看見、理解，個體的差異性被重視，使得學習熱忱

與動機不會消退，反而更激發學生想學習的心。 

    在自學團內進行觀察時，只是感覺到這個學習環境比起一般學校有多一

點的自由，還有課程安排上的差異，但隨著觀察的時間拉長，與教師們接觸、談

話後，逐漸了解到自學團能有現在的樣貌，也是經歷了不少挑戰與困難，計畫申

請有些不順利、哪個場地和空間下學期就沒辦法繼續使用了、哪位老師之後要離

職、樂團課的設備不太足夠…..這些在觀察的期間都曾聽聞老師提過，因此進行

到訪談階段時，一開始就問自學團負責人：「為什麼要創辦自學團？什麼契機讓

你決定要做這件事情？怎麼知道可以辦成？」在列訪談大綱時，這也是研究者最

先想知道的。 

  受訪老師與家長都曾透露出對於場地資源不足與拓展不易的無奈，從了解自

學團的發展過程以及遭遇的挑戰，研究者也漸漸感受到辦學的困難，辦學的過程

並不如想像中的那麼美好、順利，這讓研究者不禁想問：為何這群家長與老師們

還是執意走這條困難的路？對於自學團的期待是什麼？希望帶給學生怎樣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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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這一路走來的感受如何？臺灣應該還是有些不錯的學校，把小孩送到這些學

校，家長們不是可以減輕很多負擔嗎？怎麼願意花費這麼多的時間、金錢和心力

在這裡？在面對難以克服的困難時，是否曾經萌生放棄的念頭？而自學團內有些

過去學經歷背景不錯的老師，為何也願意一起加入這個辦學行列？ 

  研究者深入研究個案，與自學團接觸漸多，研究者慢慢理解為何這群家長與

老師即使面對種種困境仍願意付出如此多，縱使到現在還是必須不斷地嘗試各種

方法，只為解決學習資源不足這個一直存在的問題，與教師和家長對話的過程中，

也了解這樣的教育型態，存在於現在的教育環境中有什麼樣的意義與重要性，它

能為教育帶來哪些不同。如果不是基於一個共同的教育信念、辦學的成效深獲成

員們的支持，誰會願意選擇要負擔較高教育成本的自學團？ 

  隨著時代變遷，現代社會已經有越來越多人提倡不要只看重成績和文憑這些

形式的東西，僵化教育所教出的學生無法滿足社會對於多元人才的需求，應該要

讓學生能獲得真正的學習，懂得如何應用知識於生活中，培養帶著走的能力，而

自學團正朝這個方向持續努力，雖然選擇走這條較少人走過的路，要靠自己努力

的開拓，但還是期待最終能看到更多不一樣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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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自學團負責人訪談大綱 

1. 為何創辦自學團？怎麼知道可以辦成？ 

2. 共同創辦的夥伴是誰？ 

3. 一開始對於自學團的藍圖是……？有何想像或期待？ 

4. 創辦後是否與原本的規畫有落差？面臨的困難或挑戰？無法克服的問題？ 

5. 自學團背後的教育哲學為何？ 

6. 希望帶給學生什麼樣的學習？對家長的期待？ 

7. 依據什麼來提供學生的需求？如何知道學生學習的需求？ 

8. 各個角色（老師、學生、家長……）的參與程度如何？參與方式為何？ 

9. 如何找到資源？如何選擇資源？ 

10. 目前運用哪些資源？有多少程度滿足學生需求？ 

11. 是否計算過每位學生所花費的成本？ 

12. 未來希望與哪些資源或單位、機構合作？還希望可以有哪些資源挹注？ 

13. 期待或想像未來的樣貌…… 

 

 

• 請寫出五位最常接觸的自學團老師 

 

 

• 請寫出五個最常接觸的外面的機構 

 

 

• 請寫出五位最常接觸的外面的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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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自學團教師訪談大綱 

1. 在自學團中所扮演的角色或身分為何？ 

2. 何時加入自學團？為何加入？從何得知有這個自學團？ 

3. 對於自學團有何想像或期待？ 

4. 希望在自學團能帶給學生什麼樣的學習？ 

5. 對於自學團目前的運作情形的看法或感受如何？ 

6. 與其他角色（其他老師、家長、學生等）的互動如何？ 

7. 在課程中，依據什麼來提供學生的需求？如何知道學生的學習需求？ 

8. 認為目前自學團提供的資源足夠嗎？ 

9. 作為自學團的教師，有協助尋找或帶入哪些資源供自學團使用嗎？ 

10. 還希望可以有哪些資源挹注？或與哪些資源或單位／機構合作？ 

 

 

 

• 五位最常接觸的自學團老師 

 

 

• 五位最常接觸的自學團家長 

 

 

• 五位最常接觸的外面的人員 

 

 

• 五個最常接觸的外面的機構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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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自學團家長訪談大綱 

1. 居住地？孩子如何到自學團上課？ 

2. 從何得知自學團？為何決定讓孩子來到這裡？對於自學團的想像或期待？ 

3. 希望自學團能帶給孩子什麼樣的學習？ 

4. 對孩子的期待？例如學習狀況、適應問題、升學…… 

5. 對於自學團目前的運作情形的看法或感受如何？ 

6. 在自學團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單純家長、協助課程或教學……） 

7. 與其他角色（其他老師、家長、學生等）的互動如何？ 

8. 對於目前自學團提供的資源覺得足夠嗎？還希望可以有哪些資源挹注？ 

9. 除了自學團提供的學習場域，您還會額外帶著孩子去哪些特定的地方學習？

或曾經去過哪些地方進行學習？ 

10. 期待或想像未來的樣貌…… 

11. 建議 

 

 

 

• 請寫出五位最常接觸的自學團老師 

 

 

 

• 請寫出五位最常接觸的自學團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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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自學團學生訪談大綱 

1. 年級？□七年級 □八年級 □九年級 

2. 居住地？□臺北市 □新北市 □其他地區______________ 

3. 何時來到自學團？ 

4. 如何決定來到自學團？（原因） 

□家長決定□自己決定□其他情況__________________ 

5. 如何到自學團上課？ 

□搭大眾運輸□家長接送□走路□其他方式______________ 

6. 之前的學習經驗？ 

□體制內學校_________________ □體制外_________________ 

7. 真正來到自學團的感受如何？與以前的經驗有什麼不同？ 

8. 學習狀況如何？ 

□不錯，還有能力做更多額外學習□可以跟上進度，但仍以老師教的為主 

□有點跟不上進度，但額外花時間可補足□跟不上進度，需要協助 

9. 在其他方面的感受如何？（師生互動、人際關係、生活能力、興趣發展…） 

10. 目前渴望但是還無法學到的是什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家長對於你在自學團的態度如何？ 

□每天詢問學習狀況□時常詢問學習狀況□偶爾詢問學習狀況□不太問 

12. 對於目前自學團提供的資源覺得足夠嗎？□足夠□尚可□不足 

13. 還希望可以有哪些資源挹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 除了自學團提供的學習資源，你自己會額外尋找學習資源嗎？哪些地方或資

源是你常常使用的？ 

15. 未來規劃？□申請自學□體制內學校□尚未決定_______________（原因） 

16. 其他想法 

 

• 請寫出五位最常接觸的自學團老師 

 

• 請寫出五位最常接觸的自學團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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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訪談同意書 

訪談同意書 

敬愛的受訪者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生楊邵琦，目前於陳佩英

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研究。本研究主題為「社區自學團體學習資源網絡共構模式之

研究」，採用質性研究方法進行，研究目的除了瞭解目前社區自學教育之實施現

況及問題，亦深入探究自學團從創辦至今，如何逐漸搭起學習資源網絡，以提供

學生更完整的學習環境。 

  本研究擬定訪談時間為一小時，以個別訪談方式進行。在訪談過程中，為了

能完整記錄訪談內容，將會徵求您的同意並以錄音筆全程錄音，但若在訪談過程

中，有不希望被錄音的談話，您可隨時告知並終止錄音。基於研究倫理，受訪者

之姓名及個人資料皆不對外公開，並以匿名方式加以處理，以維護受訪者的隱私

與權益，最後的訪談結果亦僅作為學術研究之用，因此您可放心回答。另外，研

究者將徵得所有受訪者的同意，於本研究完成後，可將所有蒐集之資料提供自學

團參考。 

  若您同意接受本次訪談，請於下方空白處簽名，對於本研究有任何疑問或建

議，也請您隨時與我聯繫。誠摯地邀請您參與本研究之訪談，因為您的參與及寶

貴經驗分享，將使本研究更臻完善。非常謝謝您的協助。 

  敬祝 

平安喜樂 

受訪者：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 楊邵琦敬上 

民國 105年 3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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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家長同意書 

家長同意書 

親愛的家長您好： 

  我是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碩士生楊邵琦，目前於陳佩英

教授的指導下進行研究。本研究主題為「社區自學團體學習資源網絡共構模式之

研究」，研究目的除了瞭解目前社區自學教育之實施現況及問題，亦深入探究自

學團從創辦至今，如何逐漸搭起學習資源網絡，以提供學生更完整的學習環境。

因此，希望藉由訪談您的孩子，瞭解自學團孩子作為一位學習資源的使用者，對

於自學團資源的使用感受及學習經驗，資料採匿名，僅用於本研究，不作為其他

用途，並提供後續提供研究建議之參考。 

  如您接受您的孩子為訪談對象，本研究基於研究倫理，為維護受訪者的隱私

與權益，絕不公開孩子之個人資料，姓名皆會以匿名處理，在研究結束之前與之

後，皆會與您保持聯繫，以檢測資料之真實性。若您想看訪談逐字稿，亦願意隨

時提供。 

  若您同意您的孩子接受本次訪談，請於下方空白處簽名，對於本研究有任何

疑問或建議，也請您隨時與我聯絡。因為您的參與，將使本研究更臻完善。 

 

  敬祝 

平安喜樂 

 

家長：__________________（簽名） 

日期：民國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研究生 楊邵琦敬上 

民國 105年 3月 9日 

 


